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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低温雨雪
社区涌现支支生力军
泽生社区
联手公安消防
共同抗击暴雪

1月25日一早，泽生社区启动暴雪恶
劣天气应急预案， 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一起来到小区内的主次干道除雪，
以方便居民出行。 多方联动，社区工作人
员与天生港派出所一起检查危房。天生港
消防中队也加入到泽生社区除雪的大队
伍中，他们将中队里最大的消防车开到天
生桥附近进行冲水除雪作业。下午社区组
织人员在小区入口处等人流密集地点，进
行撒盐化雪，防止路面夜间低温结冰。

天生港老镇上还有一些居民居住在
危旧房里。前两天，社区工作人员就开始
打电话通知所有需要转移的居民。 截至
当天晚上8点，居住在危房里的所有居民
成功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社区提供热水、
面包、棉被等物资，确保安置群众度过一
个温暖的雪夜。 王秀娟

通燧社区
雪中连夜巡查
心系群众安全

1月23日下午到1月24日上午， 通燧
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微孝志愿者对
孤寡、空巢、危房户等进行走访，切实解
决他们防寒防冻和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对重点区域的老旧危房、 存在安全隐患
及低洼地段的房屋等进行全面彻底的巡
查， 确保每个危房及时发现问题并与社
区联系，安排转移并妥善安置相关人员。
24日晚大雪如约而至， 社区工作人员连
夜巡查平房区。

25日晚，大雪一直没有停歇，社区的
工作人员在扫了一天的雪后， 顾不上吃
口热饭，再次来到平房区察看。社区工作

人员们用行动诠释了心系群众的内涵。
陈晨

永兴花苑社区
干群一齐上阵
积雪清扫一空

今年大雪有点猛。为及时清除积雪，
确保交通安全和群众出行方便，1月26日
一大早， 永兴花苑社区的党员干部和青
年志愿者就带上铁锹、 扫帚开始义务扫
雪。社区里的新南通人、青少年、老党员、
退休人员也陆续自发加入除雪的队伍中
来。大家对小区三个大门出入口、大转盘
等居民必经路段进行了重点清扫， 经过
四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 路面积雪被清
扫一空。 高明

丽康社区
党员干部带头
奋战除雪一线

1月25日， 陈桥街道丽康社区主要
负责人24小时值班， 应急队伍全员上
岗，分成两组，不间断地在路上检查，及
时处置问题。 社区按照上级要求，清扫
辖区主干道积雪， 确保第二天道路畅
通， 居民生活有序。 党员干部率先带
头，发动团员青年、辖区单位及沿街商
铺、群众参与铲雪除冰工作。 按照社区
应急方案要求，调用铲车对市政干道、
小区及农贸市场道路及时清除， 同时
积极开展困难帮扶、志愿服务等各项民
生工作。 袁源

怡园社区
迎战寒冷天气
党徽闪耀雪中

1月25日，怡园小区笼罩在一片银装

素裹里。26日一大早，怡园社区党支部号召
党员、志愿者到小区铲雪。 尽管天气寒冷，
党员们个个热情高涨， 胸前的党徽在纷飞
的雪花中分外耀眼。 看到小区的积雪被铲
除，居民纷纷点赞。 这次铲雪行动，充分体
现了党员的先锋模范性， 增强了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孟红娟 易容

公园社区
情系居民安危
应急小组行动

1月24日傍晚， 公园社区干部以及巡
查员，针对冶厂工房危房的住户进行紧急
疏散，拉起警戒线。 住在工房114号的老人
胡红英，她的子女不在身边，为防止极端
天气引起严重冰冻、 房屋倒塌等危险情
况， 社区干部将老人接送到正和宾馆，还
给她备足了牛奶和面包。 其余住户也安全
疏散到亲戚或者子女家中。 社区还安排工
作人员成立24小时民兵应急小组，参与到
除冰扫雪和紧急救援工作中。

王亚云

新园社区
摸排老旧小区
打通便民通道

1月26日上午，上班后，前来新园社区
办事的居民惊喜地发现， 通往社区居委会
100多米长的道路上没有了积雪。 原来，社
区干部提前半小时上班， 把通往社区道路
上的积雪扫除一空， 为办事居民打通了一
条便民通道。

获悉通城将普降大雪， 社区便未雨绸
缪， 成立了恶劣天气紧急情况处置应急分
队，对辖区老旧小区逐一摸排，对容易爆裂
的水管进行紧急维护。对辖区20多户孤寡、
独居老人逐一走访，查看生活情况。

谭明蓉 施霞

长岸社区
“社区之星”获嘉奖表彰

本报讯 上月，长岸社区举办“社区之星”颁奖
活动，对“五老志愿者”崔荣华、“业主委员会主任”
应荣春、“道路保洁员”王树华、“河道保洁员”陈新
芳、“越枷物业经理”韩建林、“悦锦湾物业员工”王
金娟、“教子有方” 戴铭、“自主创业杰出女性”周
媛、“巾帼不让须眉，女性撑起半边天”尹志红、“最
美家庭”陈如英等14个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据了解，社区举办颁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通
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说自己事，身边事教身
边人，不断提升居民的道德素养，构建崇德向善的
社会道德氛围。 陈慧 邵雅婵

八里庙村社区
结对帮扶宁强贫困村

本报讯 1月16日，秦灶街道八里庙村社区开
展“暖冬行动”，向结对共建单位陕西省汉中市宁
强县汉源街道汉水源村寄送了一批御寒物资，以
切实解决当地贫困户缺少御寒衣物的困难。

富美帽业、宝汇服饰、虹天服装、丽豪居家纺
等4家企业参与了此次捐赠行动，共捐赠帽子和围
巾300套、 羽绒服及毛呢大衣100件、 儿童衣物12
箱、毛毯12条，捐赠物资共计7万余元。

据了解， 八里庙村社区和汉水源村将在2018
年深入开展结对共建，通过党建引领、支部交流、
经济融合、教育帮扶等方式，促进两地沟通联系，
实现有效结对共建。 陈俊

集成村党总支
登门看望低保重病家庭

传 真
社区

� � � �本报讯 一场暴雪让2018年的寒假
提前开始了。27日上午，窑墩坝村社区组
织辖区青少年走进社区的“零距离科学
实验室”，感受科学的魅力。 在社区志愿
者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自己动手实践，
成为一名“小小科学家”。

在实验室，施展小魔法就能人工造
雪，制作小雪人；凭借瓶瓶罐罐，就能
轻松完成“火山爆发”；急速冷冻只需10
秒……这些有趣的实验不仅满足了孩子
们的好奇心， 还培养了他们用实践的方
法探索未知的科学精神。

窑墩坝村社区组织本次活动旨在激发
孩子的兴趣，寓教于乐，让孩子在欢乐中获
取大量的科学知识。今年寒假期间，该社区
将开展“缤纷冬日”系列公益讲堂，让社区
青少年欢乐遨游科学知识的海洋。

徐影影 李蓓蓓 冯启榕

孩子们在室内也能轻松“造雪”

社区有了“零距离科学实验室”

� � � �本报讯 入冬以来，气温持续下降，为了给在
寒冷的天气下在室外坚持工作的保洁员们更多的
关怀和温暖， 泽生社区为保洁员采购了一批防寒
衣帽。近日，社区干部将这些防寒衣帽发放到20位
保洁员的手中。

一位保洁员一边试穿大衣一边说：“有了这防
寒的大衣、棉马甲和棉帽，在这寒冬季节再也不担
心大清早在街头扫地受冻了。”社区大家庭的关怀
让保洁员们在数九寒冬感受到了一份来自内心的
温暖，他们纷纷表示会继续坚守岗位，做好社区的
保洁工作。 顾效翔

泽生社区
给保洁员送上防寒衣帽

浓浓腊八粥 严冬送温暖

� � � 1月24日凌晨， 新白龙庙社区党员志
愿者们熬制了香喷喷的腊八粥。 天刚微
亮，爱心大妈大伯就迎着寒风，把一碗碗
热腾腾的粥送到社区独居老人、 孤寡老
人的手中， 希望这一碗碗腊八粥能让老
人们在寒冬中感到丝丝暖意。 马树人

� � � �1月23日下午，福利村开展了“浓情
腊八 关爱失独”主题活动，给失独家庭
送去温暖和祝福。 当天，4户失独家庭成
员一起动手熬煮、品尝腊八粥。党员志愿
者还给每户失独家庭送上了年糕， 祝他
们工作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宋辉

� � � � 1月22日，港闸经济开发区隆兴佳
园社区举行“情暖腊八”活动，社区志
愿者们邀请辖区的保洁员品尝熬制的
腊八粥并且送上亲手编织的围巾和围
脖，在寒冷的冬日，提前过一个温暖的

“腊八节”。 徐培钦

� � � �本报讯 新年伊始送关爱。 1月16日，陈桥街
道集成村党总支委派工作人员看望了该村二组低
保重病家庭———沈美华家庭。 4个月前，沈美华不
幸患上股骨病变， 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贫困的
家庭雪上加霜。 集成村党总支的工作人员送上了
慰问品和慰问金，表达问候和关怀，并鼓励沈美华
顽强对抗病魔，祝她早日康复。

上图为病床上的沈美华对送去慰问的工作人
员连声道谢。 严铃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