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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端午节，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曲阿街道各实践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慰问活动和节庆活
动，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粽叶飘香 端午情浓
本报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文/摄

锦湖开展主题节庆活动

5月 30日，锦湖社区开展了
以“片片粽叶情 和谐邻里亲”为
主题的端午节活动。一大早，志
愿者便来到社区，开始淘米、洗
赤豆、剪粽叶等准备工作，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总共包了近
200个粽子。同时，活动现场还
有来自练湖中心小学的六名学
生参与包粽子活动，在志愿者们
的耐心指导下，同学们都能独立
包出像模像样的小粽子。随后，
社区志愿者们来到社区的困难
老人及贫困居民家中，将包好的
粽子与准备好的慰问品送到他
们的手中，为他们送去了关怀与
温暖，祝福他们过一个愉快的端
午节。

史巷情暖孤寡老人心

6月 1日上午，史巷社区开
展了“端午慰问五保户 情暖孤
寡老人心”走访慰问活动，为
社区两名五保户老人送去了粽
子、咸鸭蛋等慰问品和节日祝
福，并详细了解老人们的生活
和身体等各方面的状况，叮嘱
老人注意解暑降温，注意饮食
卫生和行动安全，保持良好的

心情。

高楼为敬老院老人送粽子

6月 2日上午，高楼社区志
愿者来到开发区敬老院开展

“粽情端午·情暖社区”主题慰
问活动，提前为老人们送去节
日的温暖和祝福。慰问活动
中，大家为老人们送上提前准
备好的粽子，一边给老人们分
发，一边与他们亲切交谈并询
问他们的身体情况，了解他们
的需求与愿望，老人们也敞开
心扉，畅所欲言，使得平日里
十分安静的敬老院一下子热闹
起来，给老人们带去了欢笑和
快乐。

毛家组织掼蛋比赛
6月 3日上午，毛家社区居

委会在社区活动室组织开展了
一场掼蛋比赛，本次活动吸引
了掼蛋爱好者纷纷前来报名，
共有 24 人参加比赛。活动现
场，居民两两组合，进行牌技
切磋。为了保证公平公正，比
赛采用淘汰制，通过限时定轮
裁定胜负，比赛现场热闹非
凡，每位参赛者都是全力以
赴，争取赛出好水平，取得好

成绩。经过激烈的角逐，分别
评出一等奖、二等奖各两名和
欢乐奖六名。此次活动的开
展，不仅为居民们提供了一个
以牌会友的交流平台，也极大
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体生活，
为推进毛家社区体育活动的广
泛开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车站开展包粽子比赛

6月 3日，车站社区联合保
得村镇银行举办“端午品香粽
党建传爱心”包粽子比赛，来

自社区的 8 名包粽子能手参加
了比赛。比赛现场为每位参与
者准备了 12斤大米，要求参赛
人员2小时以内用一斤米包5个
粽子。标准是每个人包 60个粽
子为最好，数量达到 60~63 个
为一等奖、60~65为二等奖、其
余为参与奖，同时粽子要保证
质量，如粽叶外面没有白米，
不能散落或漏米、卖相要好。
比赛结束后，车站社区和保得
村镇银行将所包的粽子送至了
开发区敬老院老人和社区失独
家庭，旨在借端午节这个主题
节日，向老年人和失独家庭带
去党的关心和节日的问候。

练湖新城开展“粽叶飘香
过端午”活动

6月 4日上午，练湖新城组
织志愿者们开展“粽叶飘香过
端午”活动。为使活动顺利开
展，练湖新城社区工作人员提
前一天准备了粽叶、糯米、蛋
黄和肉。当天上午，志愿者们
在会议室其乐融融，用自己的
手艺包出一个个精美的粽子，
节日气氛十分浓厚。包粽子活
动结束后，志愿者分成 4 组对
社区孤寡老人、困难家庭、低
保户、失独家庭以及残疾人共
26户进行走访慰问，为他们送
上志愿者亲手包的粽子以及咸
鸭蛋，同时也给居民们增添了
端午节浓厚的节日气氛。

贺巷开展“粽情端午”关
爱老人和儿童活动

6月 4日，开发区贺巷社区
开展“粽情端午”关爱老人和
儿童活动，组织 30余名社区党
员、志愿者、居民参加包粽子
过端午活动。经过一上午的忙
碌，糯米和粽叶都变成了绿油
油的粽子，并分发给了现场的
居民、社区空巢老人以及留守
儿童，为他们送上粽子和节日

的祝福。

晓墟举办“粽叶飘香敬老
人”活动

6月 3日下午，晓墟社区组
织志愿者们举办了“粽叶飘香
敬老人”主题活动。晓墟社区
志愿服务小队的志愿者和社区
居民志愿者到超市采购了优质
的糯米和粽叶，共同在金鼎城
市花园居家养老中心为社区内
90岁以上的老人包粽子，祝愿
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安康。

永安开展包粽子爱心传递
活动

6月 5日下午，永安社区组
织社区志愿者，开展“浓情端
午”为主题包粽子爱心传递活
动。

永安社区志愿者们在社区
一楼大厅，将祝福与关爱包进
了小小的粽子中，随后者将这
些粽子送到社区五保户、失独
等家庭手中，每到一户，社区
工作人员都详细询问他们的近
期身体、生活状况，了解他们
的实际需求，并送上节日的祝
福。社区工作人员真诚的关
心，滋润了困难群众的心。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蒋杰）为丰富基层农村百姓
文化生活，弘扬地方民族文化，
日前，晓星村党委邀请丹剧团在
晓星村文化健身广场表演传统
戏曲。

现场，丹剧团演员们从人情
事故、社会风堂、官场作风等方
面献上了《三凤求凰》《绣球缘》
两出戏曲，精彩的表演不仅吸引
了本村村民，邻近村落的村民们
也纷纷过来观看，观众们不停发

出叫好声，对演员的表扬赞不绝
口。

此外，为了确保演出顺利，
晓星村两委班子成员、志愿者服
务队在表演中全程提供便民服
务，维持现场秩序。

车站社区与保得银行携手“党建共建”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殷琴）日前，丹阳保得村镇银行走
进车站社区携手党建共建，探索
企业党建与社区党建共建的新路
径，构建服务党员群众、服务社区

的社企党建共建模式。
据悉，丹阳保得村镇银行位

于东方路，是一家村镇银行。今
后，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为构建和谐社区、活跃组织

生活、协力强化企业党建与社区
党建而不懈努力，让党建在基层
更有活力和动力。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周宏 汤雅飞）日前，三桥村
根据开发区党工委对秸秆禁烧
工作的会议指示精神，对秸秆禁
烧工作进行重点部署。

会议要求三桥各自然村充
分利用广播、条幅、公开栏等方
式开辟秸秆禁烧专栏，持续宣
传，深入发动，造浓秸秆禁烧氛
围，切实增强全社会秸秆禁烧意
识，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确保

做到秸秆禁烧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成立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禁烧方案和奖惩措施，
下发禁烧文件，组建禁烧驻村工
作队和防火巡逻队，村、组二级
联动禁烧工作网络，严防死守，
疏堵结合，坚决制止秸秆焚烧行
为；将秸秆禁烧工作列入村规民
约，明确要求禁止焚烧秸秆，采
取逐级分包责任制，做到片长包
片、组长蹲点包组，形成系统的

禁烧工作责任体系；成立秸秆禁
烧巡逻队，深入田间地头日夜开
展不间断巡查，确保田间作业的
收割机全部带有粉碎切割装置，
做到有火必查、有烟必禁，确保
秸秆禁烧工作取得实效，并对违
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农户，予以
劝导阻止，对屡教不改、阻挠执
法、情节严重的，协调练湖派出
所坚决给予严肃处理。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王燏）高血压、糖尿病症是影
响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
为了提高广大居民对高血压糖
尿病防治知识的认识，增强糖尿
病高血压的自我管理能力，日
前，永安社区联合荆林卫生院为
社区老年人开展了一场高血压
健康知识讲座，50 余名老年居

民参加了此次讲座。
此次讲课内容浅显易懂，前

来参加讲座的居民听得津津有
味，认真地记录着医生讲课的重
点。讲座结束后，医生还义务为
前来听讲的居民测量血压，解答
问题，发放健康宣传册，活动气
氛热烈，得到居民的一致好
评。

三桥部署秸秆禁烧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吴秋霞）为进一步提高老年
人预防疾病、自我保健意识，近
日，贺巷社区组织辖区内 65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去荆林医院进
行免费体检。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向所
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发放了通

知单，向他们讲解了老年人免费
体检的好处、重要性和必须性，
告知检查前必须空腹等注意事
项，呼吁广大老年人积极参与到
这项活动中来。体检中，老年人
分别检查了身高、体重、血压、血
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等
多个项目。

晓星村送文化下乡
永安关爱老人健康

免费体检进贺巷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束丽娟）端午节前夕，为了
让五保户束泽西感受到党和政
府对他的关心及照顾，坚持以人
为本、倾力为民服务，帮助束泽
西搬进了新房中，确保了他过上
一个快乐的佳节。

五保户束泽西常年居住在

破旧的危房中，生命财产难以得
到保障，经村委会与上级相关部
门汇报，多方筹资后，今年年初
为其新建了二间平房，现已搬入
宽敞明亮的新房，现场束泽西紧
紧地握住村书记的手说：“感谢
党，感谢政府，感谢村委会领导
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张巷五保户喜迁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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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员
李溶） 针对我市已经进入汛期
的现状，我市开发区城管局认真
应对，积极部署，查漏补缺，多措
并举，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
确保今年开发区安全度汛。

严格城市防水排涝工作责
任落实。提前做好排水防涝主
体责任的分工落实，根据开发区
道路条线分配成13个工作小组，
把4台移动泵车按区域落实到专
人负责，实行城市排水防涝工作
责任制，各小组与泵车之间机动
调配，通力合作，将工作部署、项
目建设、汛前准备、指挥调度、应
急管理、物资保障、组织协调、巡
检问责等工作责任落实到具体
项目、岗位和人员。

全面做好汛前积涝点和排
水管网检查。结合往年城市受
淹的实际情况，对辖区内各积涝
点进行现场排查，分析排水防涝
工作的影响因素。组织对辖区
内排水管网进行检查，对发现排

水管网问题的立即进行整改。
对低洼地带、施工工地、地下通
道、隧道等易涝区域的汛期值
守、现场管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
重点核查。对于汛前暂不能整
治到位的易涝区段、隐患点，制
定临时应急处置措施，明确汛期
巡查值守人员，配置应急抽排设
备，设立醒目、易于辨识的公众
警示标记，安排应急抢险和交通
疏导等措施，避免发生安全事
故。

提前对排水防涝设施进行
维护和储备。为确保在汛期设
备和物资准备充足，定期检查物
资的储备以及设备的运转情况，
先后完成了发电机、水泵、抢险
车辆和新进的4台移动泵车等防
汛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并于 5
月份进行了多次移动泵车操作
演练，同时，落实专人对排涝机
械的统一调配并对抢险期间电
力电源的有效控制。

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改

造和清疏。从 5月底起，开发区
城管局开始对辖区内玉泉路、迎
春路、区阿路、双仪路、九曲路、
八纬路、云阳路开展道路雨水管
网清理疏通工作，共计疏通主管
25370米，支管 3116米。同时对
各易淹点、检查井、雨水口等进
行了清理改造。

另外，该区还落实信息共享
与联动。加强与气象、水利等相
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及时准确了
解降雨趋势、强降雨预测和实时
雨情等气象信息，提前一步掌握
气象信息，开展防洪排涝应急措
施。在抢险过程中，加强对各道
路的排水监控，发现险情，及时
汇报，及时处理，保证信息准
确。派专人对防汛期间出现的
各种险情做好跟踪记录，对辖区
内积水区域进行系统登记备案，
并针对辖区内易积水区域进行
雨水网改造优化，保证城市基础
设施的完善，实现“小雨不积水，
大雨不内涝”的治理目标。

开发区多措并举保障安全度汛

本报讯 (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开轩)为纪念《江苏省妇女权
益保障条例》实施一周年,镇江
市妇联日前组织镇江“老妈妈普
法宣讲团”来到开发区党建园,
开展“老妈妈普法进机关暨《江
苏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实施一
周年主题宣传”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镇江市
妇联主办，丹阳开发区妇联承
办。

在宣讲活动中，江苏汇泉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镇江市妇联兼
职副主席孙晓逍,润州区检察院
检委办主任、镇江市妇联执委、
原润州区检察院党组成员、现镇
江市妇女权益维护中心负责人
吴瑛,原润州区法院副院长，现
社会公益组织“润语情感疏导咨
询服务中心”负责人赵明等老妈
妈普法宣讲团成员，分别通过以
案释法的形式，以典型案例对我
国《继承法》《家暴法》《婚姻法》
《交通管理法》中遗赠、如何面对

家暴、夫妻共债及酒驾的危害等
重点法条进行了解读，取得了很
好的宣传效果。

随后，镇江市妇联副主席罗
娟专门对《江苏省妇女权益保障
条例》中的妇女议事会制度、法
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约谈
制度等亮点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开发区机关干部、村（社区）
两委干部、妇联主席 120余人参
加了宣讲活动。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日前，开发区生活垃圾
分类办工作人员走进双庙社区
百花新村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采用
展板和现场解说的方式分别从
为什么要实行垃圾分类，日常生
活中如何去分类、处置等方面详
细介绍了“垃圾分类”的相关知

识，使社区居民了解了垃圾分类
的重要性，受到了广大居民的好
评。

据了解，为落实 2018 年开
发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
案，加快推进开发区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大垃
圾分类宣传推广力度，全面提高
公众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动员社
会各界、市民增强分类意识、养

成分类习惯、参与分类管理，开
发区根据市、区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方案要求，在去年第一批
推行的东方嘉园、金凤凰 2个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和 66个试
行小区各类设施已投放到位并
运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了第二
批 30个居住小区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为配合迎春路道路建
设，打造整洁优美的开发区绿化
环境，连日来，开发区园林处组
织了 70余名园林工人对迎春路
齐梁路至前艾东路段进行道路
绿化工程建设。

据了解，该绿化工程绿化总
面积约 298000 平方米，总投资
约 460万元。绿化采取以种植
乔木为主、灌木相结合的方式，
主要有高杆女贞、樱花、红叶石
楠树等乔木以及毛鹃、金森女
贞、六道木等灌木。为保证无裸

露土壤，坚持因地制宜、宜宽则
宽、宜窄则窄的原则，在人行道
与车行道之间，种植了行道树为
主的绿化带分道景观，同时考虑
到道路交通安全，景观绿化要求
做到种植的树木能不影响行车
视线。

目前，该工程除了最后一排
行道树外，其余绿化任务已基本
完成，后期将对种植好树木做好
保养，加快行道树种植。工程结
束后，将有效改善了道路环境，
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镇江“老妈妈宣讲团”普法 迎春路绿化工程加快建设

推进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开轩）为更好地服务女职工，
保障企业女职工的健康，日前，
开发区工会与荆林卫生服务中
心联合开展“关爱女职工健康体
检走进鸿晨集团”活动。

据悉，在为期两天的体检

中，共有来自鸿晨集团的 600余
名女职工分批次到相关场所进
行登记体检。与此同时，荆林卫
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还在现场为
女职工提供咨询服务，对大家所
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耐心解
答，使女职工能及时掌握和了解

自身的健康状况，增强预防保健
意识，提升健康水平。

开发区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体检活动是保障女职工健康
的有效途径，今后他们将继续关
爱企业一线女职工的健康，提高
她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开发区为企业女职工送健康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 为深入贯彻省政府
《关于印发江苏省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
知》精神，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
质量，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

连日来，开发区城管局加强对建
成区内餐饮服务业的环境管理，
加大对露天烧烤整治力度，努力
构建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整治
和管理长效机制，持续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

大力整治露天烧烤

图为城管执法人员对普善片区店外露天烧烤进行查处图为城管执法人员对普善片区店外露天烧烤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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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开发区作协组
织会员赴泰州采风，参观
了黄桥新四军纪念馆、小
提琴制作工厂、小南湖农
庄、泰州古镇，广泛收集创
作素材，为多创作精品力
作打牢基础。会员们纷纷
表示，此次采风内容丰富，
他们开阔了眼界，激发了
创作灵感，感到受益匪浅。

开发区作协
赴泰州采风

记者记者 鹏翔鹏翔 通讯员通讯员 李溶李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