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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开发区高楼社区，党建
广场上一座党旗飘飘的建筑物很
是显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映入眼
帘，建筑设计体现了新时代文明
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跟
共产党，扛着红旗向前冲，为人民
幸福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高楼
社区党委立足和谐党建，新时代
文明实践引领社区全面建设，努
力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擦亮新时
代文明实践火苗，打造了治理有
效，安定有序和谐新家园，不断让
人民群众感受新时代的文明美好
幸福生活。

红色党建，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凝心铸魂。高楼社区位于开发
区北大门，紧邻高速公路入口处，
2004 年由原圣昌村、黄金塘村、
高楼村合并成高楼村，2010年撤
村建居成立高楼社区。社区占地
面积6平方公里，辖区内有2个住
宅小区、5 个自然村，常住人口
8600余人，居住户1800余户。作
为一个涉农社区，社区房屋拆迁、
居民矛盾调解等情况复杂，如何
维持社区稳定，是摆在社区面前
最大的课题。为此，高楼社区始

终秉承“民生事就是天大的事，老
百姓的事无小事”理念，努力将社
区党委打造成治理有效、安定有
序的基层治理核心。以“和谐”党
建为统领，以党员为主体，结合

“五事联动”“暖企惠民大走访”活
动，广泛开展理论宣讲、政策解
读、道德教育、文明引导、主题宣
传、广场文化、群众实践等系列活
动，形成修养身心、培养素质、涵
养文明的深厚氛围，提升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近年来，
社区始终保持零上访且从未发生
一起刑事案件、治安事件的纪
录。2018年，社区打造了占地近
1700 平方米的党员教育实境课
堂，广泛引导党员群众沐浴红色
春风、接受党性教育。

搭建发挥余热平台，老干部
迸发“金色之光”。离退党员老干
部是宝贵财富，社区紧密结合居
民和企业服务需求，设置为民送
暖岗、企业服务岗、环境整治岗、
拆迁监督岗、治安巡逻岗等。目
前，全社区共有 480 名注册志愿
者，其中，老干部积极带头作表
率，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踊跃认领岗位，并

在社区广泛开展法律咨询、托老
托幼、环境整治、送温暖等多项便
民服务，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问
题。如不管刮风下雨，老党员徐
网兴总是惦记着“只有村稳家才
好，只有村净家才富”这句话，每
天早晨五点不到就到村里打扫主
干道，确保村庄环境干净整洁。
截至目前，老干部志愿服务小分
队共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120
多次，服务居民 6000 多人次，开
展各类咨询80多人次，收集民情
民意 46条，安排就业 16人次，扶
助困难户26户，为社区白血病患
者捐款46万元，捐资助学5万元。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为社
会勾勒美好蓝图。我们依托社区
办公楼内的科普馆，为附近学校
提供科普教育基地，为青少年提
供护眼、禁毒、用电、防火等七个
方面知识的讲解。截至目前，社
区共为青少年及省内外有关部门
提供30余批次、1500人次科普教
育服务。针对走访期间发现的一
名精神病患者，青年志愿者在做
好记录的同时做到了及时上报，
由社区出资对该名患者进行治
疗，提供后续生活费用，并主动联

系助学社对其幼子进行结对帮
扶，并安排年轻干部担当“临时监
护人”，真正实现了把矛盾化解在
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聚焦文
体活动，强化精准服务，积极组织
开展社区广场舞、木兰拳、篮球、
乒乓球、文艺汇演等文化体育活
动，全面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
质，丰富居民生活、涵养文明新
风。针对特殊群体，打造特色品
牌，引导巾帼志愿者利用女性身

份，主动倾听失独家庭、孤寡老人
心事，争当百姓贴心“好大姐”。

“下一步，高楼社区将进一步
完善文明实践平台载体，继续培
育‘红色、金色、绿色’三色花朵，
强化激励措施，提升服务质量，摸
清群众需求，谱写出一曲和谐的

‘文明之歌’，把文明唱到老百姓
的心里。”高楼社区党委书记丁金
平如是说。

党建引领 志愿先行

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筑起和谐稳定高楼
本报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王晶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王晶）近日，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与会人员走
进开发区高楼社区，现场观摩了
社区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人员统
筹、阵地建设、志愿服务等工作开
展情况。

据悉，高楼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办公楼大楼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以来，该社区成立了理论宣讲、
科普教育、文体活动、结对帮扶、
环境保护、金色老干部、巾帼志愿

者 7 个志愿小分队，注册志愿者
达 480 名，并常态化开展政策宣
传、纠纷调解、扶贫济困、普法教
育、科技科普、文化活动等志愿服
务活动，最大限度地凝聚群众、引
导群众、服务群众。

活动中，与会人员边走边看，
仔细聆听社区介绍，参观了一站
式服务大厅、志愿服务站、农家书
屋、书画室、文体活动室等设施建
设，不少人还拿出手机记录下可
供学习的亮点和经验。在高楼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指挥中心，

志愿者向大家介绍了智能操作系
统，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连线了
市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工作者，
与他们进行现场互动。据悉，该
指挥中心采用互联网技术打通了
电视屏，开发应用活动宣传、活动
全程监管、互动发布管理、志愿者
招募管理、大数据分析等综合信
息服务功能，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互联网平台支
撑。

本报讯 （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罗玲）连日来，丹阳眼镜城市
场管理办主任朱洪雷带领市场管
理一部、二部以及物业公司相关
人员，对眼镜城重点部位进行了
一次全面的消防检查，将各类消
防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夏季是消防安全隐患增加、
火灾多发的季节，眼镜城市场管
理办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检
查中，检查组人员走进商铺、影
院、餐饮、仓库、设备房等重点部

位，通过看、问、查的方式，重点对
消防安全责任制度是否落实，是
否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
护，安保人员是否经过消防安全
培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
持畅通，应急疏散指示标志、应急
照明灯是否完好有效，店铺是否
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进行装修装
饰，场所内的消防设施配置是否
符合要求，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
是否在岗在位等进行了仔细的检
查，并实地查看了高低压配电房、

喷淋系统、消火栓系统、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的运行情况。

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能
够当场改正的均已责令当场改
正，不能立即改正的，责令单位限
期整改。通过对市场消防安全

“把脉问诊”，实现了安全隐患全
面排查，消除了管理人员及经营
户的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
筑牢了安全第一道防线。

眼镜城开展夏季消防检查

高楼新时代文明实践富有成效
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人员前往观摩

安装捕蝇笼
积极除“四害”

夏季来临，苍蝇蚊子日益增
多，为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有效
降低辖区“四害”密度，减少疾病
传播几率，进一步保障居民的身
体健康，开发区环卫处近日对该
区垃圾桶周边、绿化带和苍蝇聚
集处等地安装了190余个悬挂式
捕蝇笼，开展捕蝇工作。
（记者 鹏翔 通讯员 李溶 摄）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为更好地为日产园和
周边企业提供法律服务，近日，
日本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与上海
协力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

据介绍，该事务所是上海
首家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
务所，并在国内外多个城市设

有分所，是一家兼具国际视野
和本地智慧的综合性专业法律
服务机构。该律师事务所将在
日产园设立法务咨询室，每月
根据在丹的中日企业需求提供
免费咨询或有关热点问题法务
宣讲，为中日企业共同发展、合
作共赢提供服务和帮助。

为进一步加强中日文化交流，日前，市作协和开发区管委会在
日本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举办签名赠书仪式。市作家协会主席石胜
华为《丹阳读本》签名，开发区党工委委员蒋新兰向园区总经理代
表赠书。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摄）

日产园“牵手”律师事务所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日前，开发区城管行
政执法大队机动中队队员在夜
查中发现，人民大桥非机动车
道上一辆电动车突然发生自
燃，于是立即上前进行灭火，所

幸没有人员伤亡。
据介绍，城管执法人员发

现电动车自燃时，火光已经很
大并产生大量浓烟，还有大量
路人围观。为防止自燃电动车
对围观人员造成伤害，城管执
法人员立即对围观人员进行疏
散，并拨打 119报了火警，同时
利用车载灭火器进行灭火，控
制住火势，直至消防员到来。
明火扑灭后，执法人员又联系
了开发区环卫处对现场进行清
理，恢复了道路的安全整洁。

电动车突发自燃 城管员及时扑火

记者 蒋玉 摄

日企获赠《丹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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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致敬！！高温下的劳动者高温下的劳动者
本版撰稿、摄影 丽娜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李溶

七月的夏天热情似火，连续多日，室外温度都在35度以上，而地表温度更是接近50度。烈
日下，行驶在道路上的汽车都开启了空调，路上的行人也是行色匆匆，大家都在尽量减少室外
活动的时间，也尽量避免在烈日下暴晒。

然而，有这样一些人，炎炎烈日下，他们或是穿着满是汗渍的工作服，手执扫把清扫着路面
上的垃圾，只为城市环境更整洁；或是冒着酷暑抢修破损的路面，只为车辆和行人的通行畅通；
或是起早贪黑，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拿起水管，只为滋润干渴的绿植；或是一次次拿出滚刷清理
背街小巷的“牛皮癣”，只为维护市容环境的靓丽。

我们不难想象，如此高温下，如果没有他们的坚守，我们的城市会是怎样一副景象，正是因
为有了他们的艰辛付出，我们的城市环境才会更加美好。

近日，记者走近这些高温下最可爱的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敬业精神，也让我们透过镜
头，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夏日炎炎，暑热蒸人。气温一
度突破 38℃，创历史新高，真可谓

“我与烤肉只差一把孜然和胡椒
面”了。然而在滚滚热浪中，依然
可见橙色的身影点缀着城市的大
街小巷、交通沿线。

今年 66岁的张金华是一名环
卫工人，每月两班倒，早班时清晨
5点上路，到自己所负责的路段清
扫。尽管天气越来越炎热，但是为
了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保持区域
干净卫生，张金华坚持每天尽心尽

力，一大早便汗水四溢，甚至模糊
了眼睛，她一把擦干，继续扫。

考虑到天气炎热，开发区城管
局环卫所调整了工作时间，让环卫
工人们错开最高温时间段工作，还
为他们发放了解暑药品。负责清
扫三队的队长殷连保为了给队员
们歇息时寻一处阴凉，早在酷暑来
临前便沿着所负责的路段，上门与
几家门面店经营者及学校门卫处
工作人员打好了招呼，为前来歇息
或讨水的环卫工人提供方便。

据了解，开发区共有 502名一
线环卫工，高温下，他们只有一把
扫帚、一个簸箕、一顶帽子，弓背哈
腰地一点一点清理路面的垃圾。
他们在路面来回巡查，不惜穿行于
危险的车流中，发现垃圾立即捡拾
清理。垃圾再脏、再难闻也得干，
一些卫生死角，更是需要他们耗费
体力清理。中暑和时刻防范可能
出现的危险似乎成为职业的代价，
然而他们却依然任劳任怨地为这
个城市的干净而坚持着。

又是一个气温超过37℃的“桑
拿”天，光站在室外就是一身汗，更
别提那些在烈日下一次次将滚刷
举过头顶清理小广告的执法人
员。7月31日，记者跟随开发区城
管局路灯广告所工作人员来到皮
革商城东侧，体验了广告清理人在
炎炎夏日里的坚守。

当天下午 4时刚过，记者跟随
开发区路灯广告所小广告清理组
组长高进祯来到皮革商城东侧，见
到地面被涂上了广告号码，高进祯

拿出随身携带的喷漆对路面进行
喷涂。之后，高进祯与组员们又沿
着商城内外开始巡逻，边走边看，
每发现一处喷绘广告、涂鸦，就立
即清理到位，同时也不放过路灯
杆、墙角、垃圾箱、地面等易于疏漏
地方的小广告。

初见高进祯及其组员，记者首
先注意到的是他们“巧克力色”的
皮肤，和被衣服盖住的地方形成鲜
明的对比。他们的胳膊上、手上，
能看到多处已经晒破脱皮。

据高进祯介绍，高温天气来
临，从事广告清理的工作人员一般
清晨 4 点半就来到负责的区域清
理外围广告，8点之后再开始清理
粘贴在玻璃上的广告，夏季每天平
均能清理的广告数量超200条。

采访结束了，工作人员的工作
还在继续。虽然他们说着“这天气
干活，就像被火烤一样，感觉被晒
得肉皮疼。”但却丝毫没有放弃，抹
抹汗，拿起喷漆、滚刷继续干了起
来。

“东方路与云阳路交叉口的一
段沥青路面出现了拱起现象，请尽
快处理。”

“收到，已安排。”近日，开发区
城管局市政工程科科员张伟在接
到诉求后，第一时间和维修人员赶
赴现场。

早晨 5 点，天空逐渐开始明
亮，整个城市也在慢慢苏醒，而市
政工人却已经在破损路面进行抢
修。张伟告诉记者，一些骑车的市
民如果车速过快，没有及时发现路

面拱起，容易发生意外。
这样的抢修并不是个例。7月

18日起，开发区城管局市政工程科
开始对 24条中心道路的人行道和
非机动车道路面进行维修，此次修
复的面积约 1500平方米。昨天下
午，记者来到了金陵西路，当日，我
市最高温度再次超过了35℃，而毫
无遮挡的路面上，体感温度更高。
戴着安全帽、身穿长袖和长裤的市
政工人正在拆除变形的水泥路面，
烈日下，他们的衣服已经湿透，大

滴大滴的汗水从脸上滚落，因为长
期在户外工作，工人们都被晒得黝
黑。

“市政大部分作业都是在户
外，施工人员很辛苦，在每年夏季
我们都会想方设法为他们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张伟表示，宁可工程
进度慢一点，也要保证施工人员的
身体安全。接下来，他们会继续筹
备相关物资，给一线的工人们送清
凉。截至目前，整个工程已完成了
约400平方米的路面修复。

环卫工人——头顶热浪为城市“梳妆”

市政工程人员——为城市道路抚平“伤痕”

每年夏季持续的高温晴热天
气，对绿化苗木来说是一场大“烤”
验。抗旱保苗往往是夏季绿化工
作的重中之重。

“绿化带旁边都是沥青、水泥
路面，太阳一天晒下来，地表温度
特别高。”开发区城管局园林处副
主任刘美娟说，一年到头最怕的就
是三伏天，为了使苗木保证蓬勃的
生气，他们每天都要为绿化植物浇

水，还要保证将水浇透。“杜鹃、草
花，在天气热的时候几乎每天就要
浇一次水，确保其水分充足。”

植物的娇嫩，使园林人对它有
着特殊的爱护方式。每天早晨 6
点，绿化养护工人就开始了灌溉，
避开午间最热的时间段，傍晚要继
续浇水至晚上九点半。刘美娟告
诉记者，中午的土壤温度太高，如
果浇水的话苗木很难存活，所以一

定得在早晚阴凉的时候干活。
尽管养护工人避开了最热的时

段，可一天的活干下来，还真吃不
消。作为灌溉车的驾驶员，工作期
间一脚油门、一脚离合器，两只脚基
本没得歇是工作常态，今年46岁的
王小华一向身体健壮，但他却没能
扛得住炎夏：7月30日晚，正在工作
的他感到了头晕，连忙把车停了下
来，随后因中暑被送往了医院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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