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送温暖，花开别样红！当天，
“踏歌新时代·文明丹阳行”2019丹阳
市“文化庙会”第三站“活力曲阿”专场
文艺演出火力大开，为现场观众献上
了一台文化大餐。

现场，由东方文艺志愿服务队带来
的戏曲表演唱《复兴路上看新区》，唱出
了近年来开发区的蝶变。在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开发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活动，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及38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加强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阵地建设，建立起多层次、分众
化、互动式的综合性平台支撑。依托

“金山理论讲习所”，组建开发区“百姓
宣讲团”，在全区进行巡回演讲，用小故
事讲大道理，把理论落到群众熟悉的
典型事、具体事、眼前事上，切实拉近理
论与群众的时空距离；进一步提升“开

发区大讲台”培训质量和品味，邀请知
名专家学者举办“乡村振兴战略”“十九
大精神解读”“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高
质量发展”“新时代媒介素养及舆情引
导”等专题讲座，受到全区党员干部的
广泛好评。

小合唱《文明新风暖人心》，将开发
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娓娓道来。目
前，全区38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已全部建成并对外开放，公共文
化设施覆盖率达 100%；余康宁、陶伯
安、马黎书画展，培育好家风·传承好家
训、全民艺术普及书法进园区活动，青
年才艺展示大赛、文艺巡演、乒乓球团
体邀请赛等群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在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户创建评选活
动中，涌现了文明家庭560多户、文明
户300多户、文明商户70户；荣获镇江
新乡贤4名，镇江好人1名，丹阳好人2
名，镇江新乡贤、镇江好人、丹阳好人、

开发区好人不断涌现，弘扬真善美、传
播正能量，在全区范围内形成了学习
典型、宣传典型、争做典型的良好氛围。

开发区新时代文明新风浩荡
本版撰稿、摄影 蒋玉 丽娜 通讯员 开轩 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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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丹阳市“文化庙会”第
三站“活力曲阿”暨曲阿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在眼镜城
广场展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夕
龙，开发区党工委领导束克之、谭纵横、
陈小琴、柴剑、蒋新兰出席了授旗仪
式。全体工委领导、机关干部、村社区
两委干部以及志愿者参加了活动。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曲阿街道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目
前，街道共有2个省级文明村（社区），2
个省级文明单位，10个镇江市文明
村，3个镇江市文明单位，涌现了镇江

好人张阿明、镇江新乡贤丁金高、诚信
之星殷思琪等先进人物，精神文明建
设有着较为扎实的基础。特别是成立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以来，广大干部
群众紧紧围绕乡风文明、家风良好、民
风淳朴的目标，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开
展，有声有色，在群众中获得了广泛的
关注与支持，打响了辖区精神文明的
新品牌。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是志愿服
务，整合各类志愿资源，建立一支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队伍是曲阿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的主要力量。截至2018

年 12月，辖区在册志愿者已达 12000
多人，成立曲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总队和各分队，目的就是整
合全区志愿服务资源，优化志愿服务
项目和阵地建设，构建上下贯通、供需
对接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体系。

在当天的活动上，开发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束克之还向辖区
46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授
旗，并寄语数百名志愿者要秉承“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时代命题，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推
动文明实践志愿活动制度化、系统化、
规范化、常态化；要以群众需求和群众
满意为着力点，用爱心传承文明、用真
情奉献社会，积极探索，努力打造一批
叫得响、有影响的志愿服务品牌，真正
实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
哪里。他表示，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
将继续全力支持志愿服务工作，健全
完善保障机制，将弘扬雷锋精神、传承
丹阳精神、展现志愿者精神在曲阿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这个平台上融合
凝聚，开创开发区志愿服务事业新局
面。

“大讲台”为民营企业发展“传经”

【理论宣讲打出“组合拳”】

3月29日，2019丹阳市“文化庙会”
第三站来到开发区，当天上午，多场理
论宣讲活动在多个社区与单位开展，
其中，在开发区科创园一楼会议室举
办的“大讲台”活动吸引了较多目光。

上午9点30分，市经济发展局副局
长赵顺群走上大讲台，与前来参加讲
座的多位二代企业家分享了自己对于
民营企业的二代改制、二代创业以及
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想法。据悉，赵顺
群在发改经信系统深耕多年，对宏观
经济有着独特见解，同时，他也受聘担
任江苏省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
究员，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有着深入
研究。

讲座中，赵顺群从“加快二代改制，
释放民营企业的新活力”“提倡二代创
业，形成民营企业的新动力”“培育二
代企业家，绘就民营企业的新希望”这

三个方向展开授课。他认为，解决民
营企业的家族化倾向、以股权激励手
段集聚优质人力资源、以并购重组走
上发展快速通道是加快企业二次改制
的较好方式。同时，要以合作的思维
模式引领、产业链升级的方式实现二
次创业，着重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此次授课深入浅出、贴近实际，具
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我们
进一步搞好企业的发展规划、内部管
理具有一定启发。”讲座结束后，前来
听课的二代企业家们纷纷点赞，表示
受益匪浅。

销售技巧培训走进眼镜城

车站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月29日上午，《全面理解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讲座在车站社区五楼会议室
召开，邀请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市
委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朱利霞
作宣讲。百余名社区党员到场聆

听。
此次演讲主要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灵魂和主线”“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最重要的
是要聚焦到这一重要思想上来”等

方面。授课过程中，朱利霞从“立
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领会
深刻内涵、把握思想精髓”“高举伟
大旗帜、勇于践行担当”三个方面
深入浅出地解析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普善传授家庭教育亲子关系技巧
3 月 29日上午，善巷社区举行

《家庭教育亲子关系技巧》教育培训，
邀请市教育局德育科科长叶应松围
绕家庭教育进行授课。

“关于家庭教育大家并不陌生，
一旦有了孩子便是开启了家庭教

育。”叶老师表示，家庭教育是一门艺
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而良好的家
庭教育是孩子成功的源泉和动力。

讲座现场，偌大的会议室内座无
虚席，不少家长甚至带着幼儿前来听
课。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在家庭教育

方面要不断学习，用科学的方法教育
培养孩子，培育健康的亲子关系。

此外，当天还在建山村委会举行
了《九万里风鹏正举——跟着习总书
记学诗追梦》主题宣讲，在市实验学
校举行了《红色经典悦分享》。

【多彩文体活动“接地气”】
“夕阳红”展风采

奋进新时代，展示新风采。3月
29日上午，以“我们都是追梦人”为主
题的 2019年江苏省老人体育节丹阳
开发区分会场启动仪式的大幕在开
发区锦湖社区隆重开启。

此次活动由丹阳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
办，曲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开发区老年人
体育协会、开发区锦湖社区等共同承
办。上午 9点 30分，活动在 8位太极
拳爱好者行云流水般的表演中拉开
帷幕，只见表演者身着飘逸的武术
服，拳风时而凌厉，时而缓慢，一招一
式的真功夫，引来现场观众阵阵叫
好。随后，柔力球、广场舞等多个节
目轮番登场，从强军战歌到草原助
酒，来自市开发区老年体协与锦湖社
区的6支中老年文体团队、共计60余
人，在“我们都是追梦人”口号的引领
下，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心编排的舞
蹈，展示了开发区居民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时代精神和爱祖国、爱家乡、爱
生活的家国情怀。

据悉，近年来，开发区工委、管委

会高度重视老年人的体育健身工作，
中老年健身队已经成为辖区文化体
育活动的主力军。举办省老年体育
节丹阳开发区分会场启动仪式，既是
为了扩大老年人体育节的影响，也是
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其中、乐

享其中。启动仪式过后，开发区还
将举办多项比赛与展示活动，为老
年人提供展示风采的舞台，进一步
增强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满足感与
幸福感。

乒乓球爱好者同台竞技
“好球！”3月 29日，位于幸福小

区金本俱乐部内的 2019 年开发区
“活力曲阿·畅享‘乒’博”乒乓球团体
邀请赛上爆发出阵阵掌声。

乒乓球作为中国的国球，普及率
极高。此次比赛，共有 8支队伍参
加，分别来自同力机械、汇金天
地、中南置地、天禄制衣、华莱士
药玻、金雨商贸、江苏锋泰和天乐
金属，分两个小组进行循环比赛。
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
乒乓球规则取前四名，预赛采用三
局两胜 11分制，复赛采用五局三胜
制。

现场，队员们在比赛过程中挥
汗如雨、奋勇搏杀，由于各队选手
实力相当，比赛显得格外紧张激
烈，时而是细腻的台前小球，时而

是远台的大力扣杀，现场不断传出
热烈的喝彩声，兴奋的叫好声更是
不绝于耳。

场上，选手们充分展现了良好

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同时
发扬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
精神。场下，同样忙碌的是新时代文
明志愿者的身影。

【传承民俗文化 感受非遗魅力】

为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
进广大群众对非遗的认识与了解，推
动非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庙会
现场邀请了多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积极参加此次活动。

除了设展板，活动现场还搭设了
非遗展示平台，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现场展示传统技艺及代表作品，让群
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
热闹的活动现场，正则绣（乱针绣）的
第三代传承者石贝安静于世，低头绣
着作品，其色彩丰富的刺绣吸引了众
多群众的驻足。据悉，石贝早年随吕
凤子长子吕去疾先生学习绘画，后成
为正则绣第三代传人、镇江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现为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因其创作的乱针绣作品
线条自由大胆而不受约束，色彩丰
富，立体感强，富有独特的个人魅力，
曾在国内外重要比赛中屡获大奖。

说起此次参与文化庙会，石贝表
示，在起到宣传、教育普及作用的同
时，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更多的
人了解乱针绣文化，从而将乱针绣更
好地传承下去。令她惊喜的是，现场
真有人表现出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并
留下了联系方式。

无独有偶，剪纸达人、镇江非遗
传人郑静也颇受市民的欢迎。一把
普通的剪刀，在她的手中仿佛染上

了魔力一般轻巧，不管是涅槃的凤
凰，还是寓意福禄寿喜的葫芦，都
能随手剪出惟妙惟肖的模样。原
来，儿时开始剪纸的她，大学时手
中的剪刀开始剪出创新图案，累月
经年，郑静的剪纸越发精妙出神，
她手中的剪刀和刻刀就如作家手中
的笔，让人物活灵活现，将故事讲得
绘声绘色。

在名特优品展区，素人眭建芳带
来的手工剪纸、手工包引起了手工制
作爱好者的关注。原来，她是在陪孩
子学习的过程中才偶然发现自己的
天分，自那以后，她便一发不可收拾
地迷上了剪纸艺术和手工制品。

【惠民志愿服务暖人心】

走进文化庙会现场，一个个由志
愿者们组成的服务队伍引人注目。

市人社局志愿者以饱满的工作
热情、精湛的业务知识、细致的服务
态度，围绕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劳动
关系、权益维护等业务积极为市民群
众答疑解惑。而结合眼镜城附近老
年人较多的特点，此次活动专门还有
市医保局提供的医疗保险咨询服务，
对农村医保政策进行大力普及，取得
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同时，为便于市
民更详细、更全面地了解我市困难救
助、低保五保、养老服务、婚姻登记等
政策，来自市民政局的志愿者们发放
了各类宣传材料，深受市民群众的一
致好评。

“来逛庙会，顺便免费理了个发，
不错不错！”双庙社区居民张建军由
衷地赞叹道。据介绍，为了践行志愿
服务精神，此次爱心义剪活动由魅力
坊护肤造型提供，抽调的五名理发师
均为自愿报名，平均每人接待了近二

十名需要理发的市民。张建军告诉
记者，尽管是免费理发，但是也能根
据自己的要求进行修剪，这样的庙会
逛得很值得。

而在免费摄影展位，不少市民正
排队拍全家福。原来，这也是此次庙
会提供的志愿服务之一：只要在信封
上填写好姓名、联系方式和家庭住
址，拍摄好的全家福便会由拍摄方免
费邮寄至市民的家中，十分便民，同
时也给市民留下了珍贵的回忆。“从
上午到现在，我们一共拍摄了四五十
张全家福，看到一家子喜气洋洋的站
在镜头前，我们感觉很有意义。”来自
猫豆摄影的工作人员吴韩驰这样说
道。

“这样的活动接地气！希望今后
此类活动能多多开展。”活动中，不少
居民由衷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们
表示：志愿者们真情实意的服务，给
他们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还让他们
学到了更多知识，更提升了他们加入

志愿服务队伍的意愿。
此外，来自我市其他行业和社会

团体的志愿服务团队也为市民提供
了多类政策咨询服务以及生活类服
务，包括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咨询
服务；平安创建、户籍警务、禁放宣传
等咨询服务；食品安全宣传手册发放
和咨询；水价水质等业务咨询服务，
水表维修等延伸服务；推进普惠金
融，宣传反洗钱、抵制非法集资、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等；农业法律知
识咨询，对种子、农药、兽药、农产品
质量安全等方面进行宣传；移动通信
用户消费答疑，移动通信业务政策咨
询；有线数字电视优抚对象减免政
策、业务咨询，受理故障报修，现场维
修或更换机顶盒；免费手机贴膜、业
务咨询等服务；心肺复苏、止血包扎、
火灾逃生等；眼镜清洗、护眼知识咨
询等；煤气、天然气使用安全知识等
咨询；免费为市民拍摄全家福；免费
赠阅科技科普书刊。

【文艺演出让群众乐开怀】

3月28日上午，眼镜城五楼大会
议室内济济一堂，众多商户早早地赶
来“占座”，等着聆听高级营销师、高
级讲师周建平带来的销售技巧“干
货”。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 2019丹阳
市“文化庙会”第3站“活力曲阿”理论
宣讲活动中的一项，主要是以讲座的
形式向眼镜城的商户分享一些销售
技巧。在一小时的授课过程中，周建

平从当前我市眼镜行业的发展前景
与趋势、竞争对手与顾客情况、所需
提高的能力与应对措施这三方面展
开，以图表与实例结合等方式，为到
场商户送上了一次生动的听课体验。

“文化庙会”第三站“活力曲阿”暨曲阿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