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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刘勤）“现在不但能住上新房子，
还能看到好多原来的老伙伴，真
的是太开心了，我们终于回家
了！”在善巷社区汇金天地一期安
置房交付现场，满面笑容的刘师
傅激动地说道。放眼望去，像刘
师傅一样脸上充满幸福感的居民
还有很多，现场洋溢着一片喜庆

祥和的氛围。
据了解，2012年8月，善巷社

区原上善巷村、刘家村、刘东
村、谈家村、杨巷村等居民因经
济发展的要求及吾悦综合体的入
驻，积极响应了拆迁工作。时隔
近6年，随着社区配合拆迁事务
所开展安置房交付工作，他们终
于能住上新小区了。

截至目前，汇金天地一期安
置房已经交付了 195户居民，还
有3户居民由于在外出差等个人
原因未能及时赶来交付。在小区
内，随处能看到居民们欢笑着互
相打招呼，激动地拉家常，在外
散居多年的老邻居终于得以重
逢。

汇金天地一期安置房交付超九成

拆迁户喜迁新居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虞永霞）为全面了解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近日，新民村党支部组织全体党
员观看了纪录片《厉害了，我的
国》，为祖国点赞。

据悉，该影片以纪录片的形
式，记录下了中国桥、中国路、中
国车、中国港、中国网、世界上最
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全球最大
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2号”等超
级工程的震撼影像以及背后的故
事，展现了中国圆梦工程、科技创
新、绿色中国等多角度的大国风
采，全方位呈现了我国在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下取得的伟大成绩，集中反映
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
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历史性成就。彰显国家实力
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不畏艰
险、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新时代
精神。

“我深感国家强大了，人民生
活幸福了，厉害了我的国！”“整部
电影让我热血沸腾，我们一定要
惜珍现在，努力奋斗！”“观影的过
程是一次涤荡心灵的过程，身为
中国建筑的一员，我更加感到无
比自豪！”观影结束后，党员们纷
纷感慨道。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李溶）城市道路绿化是城市
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
到一个城市的形象。自去年底
以来，开发区园林处对车站路
北延段有序开展道路绿化工
程，该工程起点位于车站路与

北二环路交叉处，终止于中心
桥，路线全长约 3.32公里，两侧
风光带、侧分带和中间绿化隔
离带约为 30 米，绿化面积达
99000平方米。

据了解，截至目前，车站路
北延绿化工程已完成总量的三

分之二，该工程主要以花色为
主题，落叶树、常青树搭配种
植，保证四季有花、处处有景。
其中草坪铺设 10余万株，乔木
2000余株，花灌木4000余株，小
苗200余万株。

新民村党员为祖国点赞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李溶）泰山溢洪河是开发区
主要内河之一，南与九曲河交
界，北至泰山水库，全长6公里，
河道经过胡桥、张巷、大贡、永
安、华甸、荆林六个村、社区。

为防止溢洪河雨季汛期排
水不畅，引发水涝灾害，近日，
开发区水利、城管及沿线的村、
社区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和车
辆、机械对河道两侧坡面积存
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以及影

响排洪的枯树、断枝进行集中
清理。开发区城管局负责的丹
桂路桥以南至九曲河段，清理
工作目前已完成，共清理各类
垃圾、枯树断枝2500余吨。

开发区集中整治泰山溢洪河环境

园林处加快车站路北延绿化

退休人员接受免费体检
为进一步做好退休职工的医疗保健工作，

保障退休职工的身心健康，日前，贺巷社区、大
贡村、建山村、联观村等多个村、社区组织退休
职工开展健康体检。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吴秋霞 摄）

居民爱看新编戏曲
日前，锦湖社区特约大泊东方艺术团来社区开展文艺演

出。整台演出包含了小品、舞蹈、越剧、锡剧和自编戏曲等15
个节目，尤其是其中的自编戏曲《逛锦湖》和《朵朵红花献练
湖》，节目新颖，内容接地气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张杰 摄）

孝文化走进娃娃的世界
“我小的时候，你们总抱着我出去玩，现在

外婆不能走路，我们不能漏掉她，妈妈，我们推
外婆出去玩吧。”日前，华甸社区开展“孝文化走
进娃娃的世界”活动，培养孩子孝顺观念。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蒋晓明 摄）

镇南村除治恶性杂草
为切实保护环境和农林生产安全，日前，镇南村积极响

应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相关通知，组织人员对辖区范围内“一
枝黄花”进行了打药防除工作。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邵旭红 摄）

回忆红色峥嵘岁月
为引导广大党员坚定党的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党员队伍的创

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日前，晓墟社区、永安社区前往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学习，共同瞻仰
红色遗迹、缅怀先烈遗志。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王燏 摄）

发扬红色革命精神
为进一步传承与发扬红色精神，提升党性修养，日

前，河阳村、晓星村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赶赴淮安周恩来
纪念馆、故居参观学习，深切缅怀周恩来同志的丰功伟
绩和高尚品质。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余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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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培育良
好家风，今年，开发区妇联继续开展“最美家庭”“好邻居”寻访和“最美家书家训”征集活动，涌现出一大批爱
国守法、清正廉洁、尊老爱幼、绿色节俭、邻里团结、热心公益的家庭典型和一批彰显了传统美德、体现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书家训。本刊今日聚焦三个“最美家庭”，讲述这些家庭里的好故事，以飨读者。

2016年10月，肩负着人民群
众的期盼，王月萍当选为镇南村
党委书记。虽然是新上任的党委
书记，却已在镇南村委会勤勤垦
垦、兢兢业业苦干了 20 多个年
头，把全部身心都交给了群众和
工作。上任以来，镇南村获得了
开发区“五有五好”关工委创建活
动先进集体、开发区“两违”管理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王月萍的家庭，和睦邻里、尊
老爱幼、关心弱势群体，在遇到需
要关心和帮助的人民群众总是不
遗余力地帮助他们，送上钱和物，

以解群众的燃眉之急。
作为一名村党委书记，王月

萍始终把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
素养放在首位，认真学习十九大
会议精神及习近平系列讲话，严
格要求自己，对日常工作中遇到
的疑难问题、重大事项的决策和
群众关心的重大事情，坚持做到
办事公正、处事公平、要事公开，
增加了工作透明度。

她始终坚信，要带领群众逐
步走上致富路，发展才是硬道
理。在开发区管委会的支持下，
镇南村各项公共事业发展加快推

进，打造了蔡基新村美丽村庄，完
成河阳集镇综合整治与道路改造
工作。还投资 400余万元用于污
水管网、绿化面积、广场亮化工
程，村民切身感受到了环境优
美、村庄整洁、道路干净的新镇
南。此外，积极推进失地农民社
会保障工作，共计 1400 多名失
地农民保障待遇得到落实，切实
提高失地农民的生活待遇。完成
河阳新城交付任务，已交付 340
户，房屋套数 640套，实现按期
稳定交付。

作为支部书记，王月萍始终
把民生改善放在重要位置，对社
会保障工作进行重点倾斜：医疗
保险每人补贴 100元，党员 60周
岁以上全免，退休干部60周岁以
上全免。并且走访关心弱势群
体，精准扶持本村的困难户，解决
群众困难。为镇南村老百姓发放
农民生活补贴，每月 25元（女 55
周岁，男60周岁）共计662人。为
60 岁以上老人缴纳老年人意外
保险，真正让村民老有所依，老有
所养。此外，每年还举办丰富多
彩的文艺汇演，丰富村民的业余
文化生活。

退休 30多年以来，王良弼这
位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同志，总是把
退休看作是焕发第二青春的起
点。他没有坐享清福，没有远离教
书育人的舞台，而是选择了另一种
服务社会的形式——担任实验学
校、毛家社区关工委的辅导员，以
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关心下一代的
工作之中。

王良弼同志和学校的一些退
休教师一起先后担任了实验学校、
毛家社区校外辅导员、老教师报告
团成员，为学生所作报告达100多
场，更难人可贵的是，他不要接送，
不要吃请，不要报酬，每年还拿出
自己的工资捐助贫困学生。多年
来，他省吃俭用购买了纸张、油彩、
笔墨和书籍等，无偿送给跟他学习
书画的小朋友，也因此多次被评为
丹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此外，在双休日、节假日，王良
弼同志还经常到网吧督查、引导网
吧业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劝导他
们依法经营，做到凭身份证实名制
上网。多年来，大泊集镇网吧未发
现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并多次被评
为江苏省优秀“五老”网吧义务监
督员。

王良弼同志的道德情怀，深
深地感染着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从95岁的老伴到小重孙，个个都
敬重他、支持他。王良弼的人格、
人品，形成了这个家庭温馨的家
风。

王良弼同志的妻子王农英，
也是个勤俭持家的模范。1941

年，王农英十八岁出嫁到后王村，
与王良弼结为夫妇，婚后，王良弼
还在上学，不久，公公病故，婆婆年
迈多病，家境比较困难。她毅然挑
起家庭重担，每天起早贪黑，以耕
种田地为立身之本。耕耙挑推，她
件件皆能。此外，她还学会了养
蚕、织布，勤劳节俭，省吃俭用，节
衣缩食，逐渐还清债务，修好房子，
使全家生活有所好转。

她孝敬婆母，照顾周到。婆
母有病，她就背到丹阳城里医院去
治疗。婆媳两人，相依为命，使丈
夫无后顾之忧，安心学习，教书育
人。她成了全家名副其实的顶梁
柱。1954年，王农英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她自觉
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处
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她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上世纪50年代，统
购统销时，她带头卖余粮，带领村
民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完成任务；
在农业合作化时，她带头把耕牛、
农具全部投资入社；在筑水库、开
运河时，她奋不顾身，不怕苦，不怕
累，带头投身最艰苦的劳动，表现
突出，被评为劳动模范。60年代

初，在最艰难的时期，她放弃去大
贡养蚕场工作的机会，担任生产队
长，带领村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搞好农业生产，提高粮食生产，取
得显著成绩，被评为三好先进个
人。

进入新世纪，80多岁的王农
英，仍积极配合丈夫书写宣传标
语、出宣传栏，办书画展、校外辅导
站发挥余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关心下一代工作贡献力
量。其夫王良弼被评为全国道德
模范，2017年93岁加入中国共产
党，与她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
时至今日，已95岁高龄的王农英，
仍积极参加社区党总支活动，按时
交纳党费，除因病住院外从不缺
席，并时常教育子孙爱党爱国，勤
俭持家，遵纪守法，崇德行善，敬老
爱幼，做一个好公民，听党话跟党
走，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多做
贡献。

多年来，夫妇俩都十分恩爱，
和睦相处，互相尊敬，互相关心，形
影不离，是毛家社区乃至开发区恩
爱夫妻的典范。

传承家庭美德 弘扬优秀家风

王月萍家庭：
农家女“嫁”给了镇南村

王良弼家庭王良弼家庭：：
耄耋伉俪奉献余热耄耋伉俪奉献余热

什么是幸福？有人认为腰
缠万贯是幸福，有人认为位高
权重是幸福，有人认为食可果
腹是幸福，也有人认为平安即
是幸福。正如：“一千个心中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人心中
对幸福的理解各不相同，不同
人对幸福的演绎也千差万别。
有这样一家人，他们是千家万
户中普通的一员，但就是这样
一户平凡普通的人家用自己的
勤劳、朴实、宽容、相敬和爱护
演绎着最真实的幸福，享受着
舒心的生活，这就是史国正家
庭。史国正家里有六口人，包
括母亲、妻子、儿子、儿媳和小
孙子。因为尊老爱幼、事业有
成、夫妻举案齐眉、家庭其乐融
融，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百善孝为先，史国正几十
年如一日，精心侍候老人，从不
嫌脏。一听说老母亲哪里不舒
服，第一时间赶到身边嘘寒问
暖，将母亲的房间打扫得洁白
明亮，甚至经常冒着严寒酷暑
为母亲求医抓药。2017 年的
春天，史国正的母亲面瘫、右面
歪曲，他及时将母亲送往二院
住院医治，但需要中医针灸配
合治疗。由于二院不是专科，
需转中医院治疗，老母亲晕车
又不肯住院，只能每天早上冒
雨坐人力三轮车去排队。那时
正是雨季，连续下雨十多天，数
天后仍不见好转，当晚，史国正
和他的妻子冒着大雨在社区老
村医的陪同下去了镇江 359医
院求医抓药，幸运的是，数十天
后效果明显，老母亲基本恢复
正常。

有一段时间，史国正的母
亲老闹肚子，卫生间弄得一塌
糊涂。史国正和妻儿不仅到处
为她抓药，更天天给她洗涤衣
物，弄脏的衣物一般很难洗掉，
但是他们不厌其烦，一遍又一

遍地搓洗、一次又一次地用热
水泡着，直到干净为止。老母
亲体弱多病，他们做儿子、媳妇
的抢着给她修脚、洗头、洗澡，要
给她修好脚，必须先用温水把脚
泡软，再用指甲刀或剪刀一刀一
剪地细磨，比雕刻玉石还要细
心，生怕弄疼她，弄破她的脚，要
老母亲舒服了才肯罢休。

史国正的母亲有三高，又有
心脏病，平时在吃饭方面，他们
一家人都特别关注，哪些能吃，
哪些不能吃，哪些少吃，哪些多
吃。史国正家庭几乎每个月都
要上中医院1~2次，专门为母亲
求医抓药，抓药回来还要千叮
咛、万嘱咐：怎么吃、什么时候
吃、吃多少，从来没有半点马
虎。这时候老母亲总是笑呵呵
地对他们说：“我知道了，我又不
是三岁小孩，有事忙就快去吧。”
当他们看到母亲开心的笑容时，
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最近，老母亲心脏病复发，
史国正、他的妹妹和妹夫干脆
跟母亲住到一起，不分白天黑
夜地陪伴她，生怕发生什么闪
失，史国正的妻儿也是三天两
头地跑来跑去，问这问那，为她
捶背揉肩。

史国正家庭认为，家是一
份责任，是温暖的港湾。因为
有了温馨的家，生命中的每一
天都很开心。在家庭里，他们
互敬互爱，彼此在不同的环境
生长，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习
惯，不同的爱好，所以在一起生
活难免会有不适应，会有摩擦，
这就需要彼此多点宽容、多点
谦让、多点谅解，做事多从对方
角度考虑一下。构建和谐文明
的家庭环境，将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和他们奋斗的目标，持之
以恒地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使他们这个家庭成为人人羡慕
的和谐家庭。

史国正家庭：
以孝为先侍奉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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