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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除 夕 城 区
“静悄悄”

本报记者 束旦平

时间：2019年2月4日，除夕
地点：银谷苑小区

【回乡见闻】2 月 4 日 23
时 45 分，银谷苑小区的王婷
一家人坐在沙发上，开心地看
着春晚，等着零点的钟声敲
响。茶几上摆放着各类干果和
水果，红红的窗花在灯光的映
照下分外喜庆。与往年不同，
王婷感觉今晚电视上的声音听
得格外清楚，以往的大年三十
夜，临近零点，鞭炮声早就震
耳欲聋，可今晚怎么回事？静
悄悄的。见她有疑问，一旁的
爸爸王锁祖笑着对她说：“你
在浙江上学不知道，咱们丹阳
从今年 1月 1日起就禁放烟花
爆竹啦，家家户户都发了宣传
单，社区还挂着禁放横幅，这
几天我还要戴着‘红袖套’去
小区里当志愿者呢。”王婷听
完后不禁笑着说：“这样好
呀，虽然少了一些传统年味
儿，但现在不仅减少了空气污
染，半夜也不怕被鞭炮声吵醒
了，大好事儿一件哩！”

【新闻回放】 近年来，
市民对空气污染的担忧急剧上
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呼声
日益高涨。在民意的推动下，
自2019年1月1日起，全市指定
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自《关于丹阳市指定区域
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发出后，禁放区域内的63户烟
花爆竹经营户已全部签订了

“烟花爆竹经营户转型协议”，
售卖的烟花爆竹被集中回购销
毁；市民们也纷纷在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承诺书上签名以示
自律；大街小巷挂起了各种“禁
燃禁放”的宣传横幅；巡逻车通
过扩音喇叭宣传“禁燃禁放”，
全市上下积极营造“人人知道
禁放，人人参与禁放”的浓厚
氛围。

当“禁放令”遇到“除夕
夜”，“静悄悄”是给出了这场

“大考”的答案!
除夕夜的安静，除了是绝

大多数市民自觉遵守“禁令”
的原因，志愿者和巡逻人员也
是功不可没。除了民警，各有
关单位志愿者、街道办事处和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纷纷
出马。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除夕
当天下午2点全员出动，在禁
放区范围内的各个居民小区一
直巡逻到初一凌晨 1 点，静悄
悄的年三十让他们十分开心和
欣慰。

时针跨越零点，禁放区外
的鞭炮声开始喧闹起来，也把

禁放区内衬托得更加静谧。望
着远处的烟花点亮夜空，身边
却没有一声鞭炮声，禁放执勤
的志愿者刘文感慨万分：“我
们的确很辛苦，但也要感谢所
有居民的配合。”

村 里 多 了 三 个
“微家”

本报记者 束丽娜

时间：2019 年 2 月 5 日，正月
初一
地点：访仙镇红光村

【回乡见闻】 早 上 10
点，访仙镇红光村内人来人
往，大家互道新年祝福。在外
工作的张永兴为避开高速行驶
的高峰期，特意选择在正月初
一携妻女回到老家与父母团
聚。“咦，往年这个时候大家都
上牌桌了，今天怎么都往那三
户人家跑？”陪着父母拜完年
后，眼瞅着乡邻们都往三户村
民家里跑，张永兴疑惑地问
道。“忘了告诉你，过去一年村
里有了大变化，尤其是多了三
个‘微家’，有‘党员微家’‘生态
微家’和‘文化微家’，给我
们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
趣，大家哪还有心思去玩牌
啊。”张永兴的父亲张国新一
脸欣喜地说道。

【新闻回放】去年 7 月 6
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
改委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 中 心 试 点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并在全国2800多个县级
行政区域中选定了 12 个省份
的 51 个县作为首批试点，江
苏省有8个县入选，我市是其
中之一。

据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是新时期统筹开展各类精神
文明创建的综合性活动阵地。
作为融思想引领、道德教化、
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
城乡基层综合平台，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承担
着思想文化传播、行为文明践
习的重要任务。

面对如何建设好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这一新“课题”，
我市坚持试点先行，明确了

“四级纵轴、五大平台、一支
队伍”的建设目标。其中，

“四级纵轴”即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镇（区、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村（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与自然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岗；“五大平台”即理论
宣讲平台、教育服务平台、文化
服务平台、科技与科普服务平
台与健身体育服务平台；“一支
队伍”即打造以志愿者队伍为

主体的素质优良、结构合理、高
效运行的文明实践队伍，坚持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突出服务
功能，通过面对面、心贴心、实
打实的工作，让群众“看得见、
听得懂、有认同、愿参与、真
点赞”。

被确立为我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试点站后，访仙镇党委政
府创新为群众服务方式，以打
造多个“微家”搭起了与群众
的“连心桥”。

【实地走访】 “村里的
老党员越来越多，以前开展党
支部活动都得跑出村，自从有
了‘党员微家’，就方便多
了。”村民张万翔道。

2018 年 12 月底正式对外
开放前，“党员微家”还只是
82 岁老党员张长兴的私人住
宅。但在访仙镇红光村被确立
为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站
之后，为了让村民的精神“富
起来”，共同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建设，张长兴的老宅
便被派上了新用场。

“村干部找到我，说为了
避免让红光村的老党员们在开
展党支部活动时来回奔波，想
在村内找一户老党员的民宅，
对其进行简单改造，作为基层
党组织开展相关活动的最前沿
阵地，我一听就觉得是件好
事，支持。”张长兴表示，自
从自家住宅的一楼被改造成鸾
集翔村的党员活动室后，每天
都有村民来这，大家坐在一起
看看书、读读报，能及时知道
党的好政策，村里有什么大小
事情，聚在一块说叨说叨也就
解决了。“有老党员带这个
头，村里党员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模范性，不愁发挥不出
来，村民们有什么需求也都主
动来找我们帮着调解。”在张
长兴看来，自从有了“党员微
家”，不仅党员活动的开展更
丰富顺利，邻里间的走动也更
频繁友善。 除了“党员微
家”，红光村的“文化微家”

“生态微家”同样颇受村民欢
迎。今年 70 岁的老党员张鲤
庭是一名资深的乒乓球爱好
者，为此，他在家里自建了一
个简易的乒乓球室，平日里邀
上三五好友到家里切磋球技，
附近的村民也会把孩子送来学
打乒乓球。“去年 10月底，村
干部找到我，商量着把我这里
建设成‘文化微家’，让村民
们多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我当然支持。后来，村里不仅
给我这里添置了书柜、书籍、
象棋、桌椅等硬件设施，还经
常在这里开展像读书会、乒乓
球友谊赛、剪刻纸小课堂等一
些文体活动，吸引了更多的村
民参与。”当看到“文化微

家”启用后，村里放下了饭碗
就上牌桌的人少了，来微家看
书、下棋、打球的人多了，张
鲤庭心里是满满的满足感，

“现在，我这个小院不夸张地
说，已经成了周边邻居茶余饭
后休闲锻炼的第一去处，这不
仅满足了我的爱好，村民们也
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

“村民的参与度、反响如
何是我们原先最担心的事，没
想到在之后的走村入户过程中
却出乎意料地顺利。”志愿者
李欢全程参与了访仙镇红光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三个“微
家”的建设，对于村子以及村
民们在建设前后的变化，她看
在眼里，喜在心上。“在红光
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有一
个家风家训馆，前期我们向村
里的 1000 户住户征集他们的
家风家训，原以为村民们会不
配合或敷衍了事，结果大家不
仅很配合，还很慎重地结合了
自家特征给出各自的家风家
训。”孙国良就是这群热心村
民之一，从志愿者入户征集家
风家训，到家风家训馆的建
造，再到挑选家风家训入墙，
每隔一两天，他总会来到红光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建造现
场，向志愿者或村干部们进行
询问。

如今，占地 300多平方米
的红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
村里的三个“微家”已经成为红
光村村民的新去处。休闲的白
日，大家去三个“微家”内活动
活动；夜幕降临后，则来到实践
站所在的广场和长亭上，或闲
庭漫步，或随着音乐跳起广场
舞，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村民们

“心有所系、情有所寄”的精神
家园正在形成。

难闻的气味没了
本报记者 丽萍

时间：2019 年 2 月 6 日，正月
初二
地点：界牌镇中心路

【回乡见闻】 上 午 10
点，20岁的周嘉毅随父母来到
位于界牌镇中心路的外婆家。
进屋后，一家人先后脱了外
套，茶几边电暖气亮着红灯，
在温暖如春的室内，一盆绿萝
长势旺盛、生机勃勃，这充满
活力的绿色与室外的枯枝形成
鲜明对比。“今年整个街上好
像不太一样啊，道路整洁又清
爽，噪音没了，难闻的气味也
没了。”就在周嘉毅疑惑之
际，舅妈端着瓜果盘迎面走
来，并随手拉开客厅窗户，指
着一墙之隔的厂房，说：“你
看，原来有噪音、排废气的那
家钢铁磨具加工厂（天磊钢材

有限公司）已被取缔关掉了，
厂房现在变成了超市仓库，再
也没有噪音和难闻的气味了。”

往年，春节前后正值灯具
厂生产的旺季，也是界牌数百
家废旧塑料粒子加工厂最为繁
忙的时候。周嘉毅在来的路上
发现，今年春节期间，界牌的
村子里少了机器的轰鸣声和运
输车辆进进出出的景象，空气
中也没有了刺鼻的气味。

【新闻回放】自2017年丹
阳启动“263”专项行动后，有一
个名词被反复强调——“散乱
污”。所谓“散乱污”企业，即布
局“散”，形式“乱”，根本在

“污”。据环保部门统计，在有
环境违法问题的企业中，半数
属于“散乱污”企业。记者实地
走访发现，全市“散乱污”经过
拆除、腾退，周边环境明显改
善、给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

2018年，全市276家“散
乱污”企业几乎无声无息地被
关停取缔，长期以来困扰各地
环 境 质 量 的 顽 疾 正 逐 步 消
除。

多年来，界牌以“家家开
作坊、户户富裕”闻名于全市，
是一种独特的“界牌特色”，但
地方经济富裕的同时，“环境
债”却越欠越多。为从严从快
解决环境问题，2018年6月，界
牌镇环保、公安、市场监管、城
管、安监、供电等多部门近 80
人组成联合执法队，启动了为
期十天的“散乱污”集中攻坚整
治行动，重点对该镇界东、界
西、界中、界南、界北这五个社
区的环境污染企业进行排查、
整治，重拳清查各社区无手续
的散乱污，发现一个，整治取缔
一个。2018 年，该镇共取缔散
乱污企业 176 家，天磊钢材有
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该企业
被居民楼包围，与周围居民楼
仅有一墙之隔，不符合环评审
批条件，被界牌镇政府要求关
闭，其生产设备于2018年10月
15日被拆除，周边环境清理到
位。

据了解，2018年，我市全年
除取缔散乱污企业（作坊）276
家、搬迁及整治提升354家外，
还整治到位98家涉水企业、47
家涂料化工企业，关闭畜禽养
殖点59家，立案查处环境违法
案件 238 件。PM2.5 年均浓度
小于45.7微克/立方米，空气质
量达二级以上优良标准天数比
例74.36%。

（下转2版）

游子回丹过新年，感受多少幸福事
长期生活在丹阳的市民或许对家乡的发展变化已习以为常，但对于离家游子来说，家

乡的点滴变化都会让他们感受深刻。节日期间，大批在外或工作或创业或求学的丹阳人
回到家乡，本报记者采访了一批回乡过年的丹阳游子。短暂的假期生活，他们看到了家乡
诸多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我市过去一年完成的或当前正在进行的多项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