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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党工委召开
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记者 尹媛） 1 月
27 日上午，高新区党工委召开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强化创
新理论武装，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勇于担
当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把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夕龙全程参
加并作指导。

会上，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云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冲代表班
子作对照检查。随后，班子成员
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逐一
作对照检查，并开展了严肃认真
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金夕龙高度评价了高新区党
工委民主生活会。他说，高新区
党工委会前准备比较充足、问题
查摆比较精准、相互批评比较真
诚、整改措施比较扎实，金夕龙

希望高新区进一步严肃党内生
活，优化政治生态；抓好问题整
改，解决突出问题；紧扣中心大
局，推动工作落实。围绕如何做
好新一年的各项工作，金夕龙寄
语高新区持之以恒用新思想指导
实践，持之以恒坚持高质量推进
工作，持之以恒强化服务，持之
以恒改善民生，推动高新区各项
事业取得新发展。 高新区党工委民主生活会现场。记者 尹媛 摄

云阳街道举办民俗文化展暨
烟花爆竹禁放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史正华）1月26日下午，由市
委宣传部、云阳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云阳街道办事处主办，
云阳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党支部、
市民广场社区党总支、水关路东
社区党委等联合承办的民俗文
化展暨禁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
在人民广场举办，吸引了数百名
市民到场参与。

记者在现场看到，伴随着
传统腰鼓舞热情的鼓点，活动
正式拉开序幕。随后，一个个
优秀的民间艺术节目逐一呈
现，大头娃娃民俗秀、龙腾盛
世舞龙表演、点睛祈福舞狮
秀、志愿者诗朗诵、书法茶道
齐献艺、方言童谣、变脸表演
……颇具观赏性的民俗文化展
引得在场市民频频鼓掌叫好，
一些互动环节更是点燃了现场
一波波高潮。“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一方面能营造喜庆、欢乐的

氛围，另一方面也向大家传递
我们的美好祝愿和新春祝福。”
据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活动将宣传民俗文化
和宣传烟花爆竹禁放结合起
来，旨在通过更为活泼生动、
市民更易接受的方式引导大家
放弃燃放烟花爆竹过节的陋
习，转而追求更加文明、更具
内涵的过节方式。

当天的活动中，主办方还
通过展板、签名墙等形式向市
民展示民俗文化，同时宣传禁
放烟花爆竹，呼吁市民通过此
次活动对我国的民俗文化有更
深的了解，并积极加入到禁放
志愿队伍中，告别烟花爆竹，
共创碧水蓝天。“我很支持禁放
烟花爆竹，选择更文明、更有
内涵的方式过新年，像今年这
种民俗文化展就特别好。”一位
在现场“扫码”加入禁放志愿
者队伍的市民如是说。

民俗文化展暨禁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现场。记者 尹媛 摄

高新区（云阳街道）党工委召
开2019年新春老干部通报会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云宣）近日，高新区（云阳
街道）党工委召开 2019年新春
老干部通报会。

会议由云阳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陈胜华主持。高新区管委
会、云阳街道办事处主任于斌
在会上通报了过去一年的工
作。据了解，2018年是高新区
昂首奋进的一年，综合实力逐
步增强，区村面貌逐渐变化，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党的建设
持续加强，迈出了高质量发展
的坚实步伐。2019年，高新区
将抢抓新机遇，勇担新使命，
把高新区打造成具有最优营商
环境的创新创业名区、具有最

佳人居环境的宜居宜业宜游的
新云阳。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云阳
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冲在会议的
最后说，2019年，高新区将继
续攻坚克难，开启高质量发展
新航程，全力谱写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张冲希望老干部们不
忘初心、继续前行，一如既往
地关注、支持、助力云阳的发
展。此外，张冲还向全体老干
部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参与了通报会全程的老干
部们纷纷表示，高新区所取得
的成绩值得点赞，而他们也更
加期待未来高新区能浓墨重彩
地描绘更加美好的画卷。

高新区召开述责述廉述职述学述法、高质量
考核暨民主测评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云宣）近日，高新区召开述责
述廉述职述学述法、高质量考核
暨民主测评会议，全体党政领导、
机关部门负责人、各村（社区）书
记、双管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宣传部副部长丁灏主持，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夕龙到
场并作讲话。

会上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云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冲作述责
述廉述职述学述法报告以及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情况报告。随后，
参会人员对高新区两委班子及成
员进行了民主测评。据悉，会议
结束后，考核组还分头开展了高
质量考核。

参会人员对高新区两委班子及成员进行民主测评。记者 尹媛
通讯员 云宣 摄

云阳街道召开民政工作年末总结大会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云宣）为了更好地开展民政
工作，提升民政工作人员的业
务水平，日前，云阳街道召开
民政工作年末总结大会，并对
所有民政工作人员进行了为期
半天的业务培训。

会上，云阳街道民政办主
任马月芳同志回顾总结了 2018

年全街道的民政工作，肯定了
对各村（社区）一年来在民生
保障上所付出的辛苦努力，并
要求各村（社区）在新的一年
里再接再厉，多思考、勤实
践，把民政工作进一步做好、
做实。会议强调，要确立民政
工作的目标，为民解困、为民
解难，切实解决百姓遇到的难

题；民政工作者要摆正心态，
不断学习业务知识，提升自己
的业务能力，加强团结合作精
神，在岗位上体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

会议还总结了云阳街道
2018年“安康关爱行动”老年
人意外伤害保险所取得的成
绩，并对先进集体予以表彰。

云阳街道妇联组织学习省妇女十三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云宣）近日，云阳街道妇联组
织妇联执委走进高新区党建园，
省妇女十三大代表、汤甲村妇联
主席汤秋芳向众人传达了省妇

女十三大主要精神，并分享了自
己参会的心得和感悟。

活动中，参与人员结合省妇
女十三大确定的 2019年妇联工
作目标任务和岗位实际，围绕如

何做好新时代农村妇女工作进
行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
应立足职责定位，带着使命、带
着责任、带着深厚感情联系和服
务妇女，争做最美“半边天”。

宣城市宣州区朱桥调研团走访丹阳高新技
术创新园

本报讯 （记者 尹媛
通讯员 毛仁君）日前，宣
城市宣州区朱桥调研团一
行走访丹阳高新技术创新
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
冲等人陪同参观。

调研团一行参观了丹
阳市技术成果展示与交流
中心、园区三大创新平台
和党建园，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张冲在陪同调研过程
中介绍了三大平台各有千
秋的运营模式和对丹阳企
业的服务。

调研团对园区创新平
台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度的
认可，希望将来能够互相
学习与借鉴，共同发展。

宣城市宣州区朱桥调研团一行参观党建园。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毛仁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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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新时代 送福千万家

高新区文明温暖过新年
本报记者 尹媛 通讯员 云宣

写春联、迎新春，送祝福、庆新
岁，在传统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
了贯彻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吉祥欢快
的春节气氛，弘扬向上向善的道
德风尚，把新时代文明的新风向
传播到千家万户，高新区各社区
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之
2019“新春送福、猜灯谜”活动。

由高新区党工委、高新区文
明实践所主办，高新区组织人事
局、云阳街道文体中心组织的书
法家义务写春联“高新春晓 翰墨
飘香”活动在党建园内隆重举
行。书法家们现场为参与人群送
上了几百副春联和福字。

朝阳新村社区联合市司法
局、云阳街道文体中心开展了“温
暖迎新春 文明送对联”的活动。
市老年大学书法协会的书法家们
饱含创作热情，挥毫泼墨，为辖区
居民们送上了一副副新春对联。
此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志愿服务小队的禁放志愿者们还
组成了腰鼓队，为居民们献上精
彩节目的同时，还引导居民们支
持禁放，度过一个文明、安心的大
年。

凤凰新村社区联合丹阳农商
银行及辖区单位开展了暖冬送福
联欢会暨防范金融诈骗宣传活
动。防范金融诈骗的宣传活动让
居民了解了非法集资的主要特
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揭露了
犯罪分子的欺骗伎俩，进一步提
高了辖区居民的警惕性。而暖冬
送福联欢会则让居民们在品味传
统文化习俗的同时，增进了邻里
情谊，切实营造了喜迎新春、共同
防范金融诈骗的良好氛围。

凤美新村社区联合丹阳港华
燃气有限公司、农业银行北环路
支行、建设银行北环路支行，开展
了“悦享夕阳——挥毫书新章 新
年送祝福”主题活动。活动现场，
写春联送祝福，让居民感受到了
春节浓浓的喜庆气氛，一副副春
联传递着美好的祝福，承载着大
家对新一年的美好期许。此外，
凤美新村社区还举办了“增进邻
里情 欢乐猜灯谜”的文化活动。
各式各样的谜语、灯笼挂在社区
内，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

公园新村社区邀请辖区内书
法协会的书法家们书写福字、对
联等，寓意幸福永远相伴，福气连
绵不断，为居民们增添更多的喜
气。活动现场，书法家们挥毫泼
墨，书写出了一张张大红的“福”
字。饱满有力的“福”字，代表着

“幸福”“福气”，也预示着2019年
居民们的生活必将幸福美满，事
业蒸蒸日上。

万善园社区结合法治社区、
廉政社区建设以及烟花爆竹禁放
的要求，组织开展了“金猪送喜，
福传万家——春节写对联”活动，
同时邀请辖区内的青少年参与烟
花爆竹禁放知识问答赛，有力地
推动了社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太阳城社区联合市文广新局
开展了“禁放烟花爆竹 欢度文明
新年 写春联 送春联”活动，辖区
内的书法爱好者们伏案挥笔，一
刻不得闲，为前来的居民写春联、
送福字，受到了大家的一致欢迎。

由市文广新局、丹阳民进基
层委员会主办，白云街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及丹阳市美术馆
（三吕故居）、丹阳市实验小学、市
老年书画协会等单位承办的“我
们的节日——文化点亮生活·迎
新春写春联”文化惠民公益活动
在美术馆小广场热闹举行，为广
大市民免费送春联。活动特邀知
名书法家联合十余名小书法家共
同挥毫泼墨，迎新开笔送祝福。

华南新村社区邀请书法协会
的书法家们和华南实验学校的书
法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义务写春
联活动。活动室里，一副副充满
喜庆、吉祥、祝福、欢乐的春联在
书法家们的手中随笔而出。

华都锦城社区举办了“喜迎
新年写春联 情暖社区送祝福”的
活动。市书法协会的老师们挥毫
泼墨，一副副精心书写的春联带
着新春的美好祝福送到了现场群
众的手中，营造出喜庆温馨的节
日气氛，让大家感受到了文化惠
民的温暖。在活动现场，书法协
会的老师们还与爱好书法的孩子
们交流了心得，并手把手教孩子
们试写福字，现场笑语连连，墨香
四溢，暖意融融。

市民广场社区联合云阳街道

文体中心、新民中路社区在人民
广场开展“集思广益猜灯谜 喜迎
新春欢乐多”猜灯谜、送春联活
动。活动邀请了市老年书画协会
的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为居
民们书写了一副副充满新春气息
和祝福寓意的春联，拿到春联的
居民们个个喜气洋洋，赞不绝口。

天誉苑社区开展了“笔墨凝
书香 新年送万福”送春联活动，
为居民们带来了浓浓的年味。活
动现场，春意浓浓，翰墨飘香，老
师们挥舞着手中的毛笔，饱蘸着
满怀深情的香墨，为居民们送上
了一副副铺满新春祝福、撒满平
安吉祥的春联，引得大家争相挑
选。

水关路东社区邀请居住在辖
区内的文化部高级研究员、中国
国画院院士、江苏省国画院特聘
书法家王英浩老师来到社区，教
授辖区内的青少年写春联和福

字。王英浩老师不仅给孩子们讲
解了书法的基本知识和春联的历
史故事，还现场教导孩子们手写
福字与春联。经过练习，王英浩
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写了一副副
春联和福字，送给了辖区内的困
难居民。

化肥路社区联合云阳街道人
社中心开展了“迎新春、送祝
福”——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写
春联活动，组织辖区内的书法爱
好者、退管人员、志愿者现场为居
民写春联、送春联，将节日的祝福
送到了大家手中。

云阳桥社区组织市老年书画
协会会员开展了“写春联送祝福”
活动，为居民们送去新春的喜气。

阜阳社区邀请辖区退管人
员、党员及居民代表参加“金猪旺
财 福传万家”猜灯谜、送春联活
动。活动现场，居民们兴趣十足、
热情高涨，欢声笑语不断，洋溢着

祥和的喜庆气氛。
新民中路社区联合市美术馆

书法团队和辖区内的书法爱好者
开展了“迎新春 送春联”活动，将
新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带给了
社区居民。

紫竹园社区联合康鹏物业在
景阳花园小区开展了“温暖迎新
春 文明送对联”义务写春联活
动，市书协会员周国正、颜景荣等
人为广大居民现场书写了对联和
福字，给大家送去了吉祥与祝福。

记者从高新区了解到，新春
送福、猜灯谜活动是社区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系列活动之一，
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
途径，也是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
推动新时代社区建设的重要举
措。今后，高新区各社区将会继
续把文化活动与志愿服务相结
合，切实让文化惠民与民生关怀
落到实处。

高新区“高新春晓 翰墨飘香”活动现场，书
法家写春联。记者 尹媛 通讯员 云宣 摄

新民中路社区“迎新春 送春联”活动现场。
记者 尹媛 通讯员 孙晶 摄

市老年书画协会的书法家们在人民广场为市民写春
联。记者 尹媛 通讯员 刘芳玲 摄

300人欢快“鼓舞”秀幸福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云宣）日前，人民广场上锣鼓
喧天、热闹非凡，2019 年“红红
火火过大年”系列活动暨“鼓动
天地间 秀出幸福来”鼓舞大会
展在这里隆重举行，广场上
2000余名观众一起领略了鼓舞
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丹阳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中共丹阳
市委宣传部、丹阳市文明办主

办，丹阳市体育局、云阳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丹阳市文广新
局联合承办，市木兰拳协会和市
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协办。活
动中，300名鼓舞队员为广大市
民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记者
了解到，云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开展以来，坚持立足基
层，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
活动送到村、社区，提高了老百
姓的幸福指数。

云阳街道优秀文艺团队新创节目展演暨《文
明云阳群芳争艳》迎春文艺晚会上演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员 云
宣）日前，由市委宣传部、文广新局、云
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云阳街道
办事处主办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在行
动”——云阳街道优秀文艺团队新创
节目展演暨《文明云阳群芳争艳》迎
春文艺晚会在文化城百姓剧场上演。

喜庆欢快的舞蹈《送吉祥》中拉开
了晚会序幕，紧接着，戏曲、小品、秧
歌、锡剧、时装秀等节目一一上演，赢
得了现场数百名观众的阵阵掌声和
欢呼声。记者了解到，整场晚会的12
个节目，全部是由云阳街道优秀文艺
团队2018年自编自导自演的新创节
目，说的唱的都是老百姓自己身边的
事。

据悉，云阳街道已经连续五年举
办优秀文艺团队新创节目迎春文艺
晚会。五年来，云阳街道通过迎春文
艺晚会这个平台，激励了辖区内40多
个艺术团队努力创作新作品，产出了
很多接地气、有内涵的好作品、好节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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