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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初秋之际的兰考，天舒地朗，
阳光温暖。在县城东北角的焦裕
禄干部学院门前有一处泡桐林，
其中一棵最为引人注目，它高大
挺拔，华盖如云，就像饱经沧桑、
气宇不凡的壮年大汉，从骨子里
透出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当地
人称它为焦桐。

这棵焦桐站在这片土地已经
半个多世纪了。数十年来，它所经
历过的，是很多人未曾经历过的
困难与苦厄，也拥有很多人未曾
拥有过的坚韧与温暖。这一切都
与焦裕禄有关。“看到泡桐树，想
起焦书记。”这句话在兰考老百姓
中一直流传至今。

然而，把时光的镜头拉回到
1962 年，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却
是另一番景象：大风裹挟着沙土
满地飞卷，翻滚的乌云化为如注

的暴雨，风沙与内涝轮番肆虐的
盐碱地里，枯草乱颤、庄稼倒伏，
一年到头颗粒无收，饥饿难耐的
老百姓拼着命也要扒上火车外
出讨饭。此情此景，让刚刚到任
的县委书记焦裕禄陷入了深思。

从这天起，焦裕禄硬是用一
双大脚走遍兰考的旮旮旯旯，走
进狂风肆掠的野外，掌握了风
沙、盐碱、内涝“三害”的第一手
资料。他经过调研发现，泡桐耐
沙荒、耐盐碱、耐干旱，而且树干
直、根系深、生长快，既能遮风挡
沙，又不与庄稼争阳光地力，是

最适合治理“三害”的看家树。
在满目疮痍的灾害面前，兰

考再也不能任由岁月蹉跎，再也
不能任由风沙侵蚀。焦裕禄和泡
桐树就像两个永不屈服的战士，
临危受命，开始一场艰苦卓绝的
绝地反击。

焦裕禄穿着一件不知穿了多
少年的土黄色鸡心领背心，像个
老农在风沙中锄地、种树，他的目
光果敢坚毅、赤忱如海。泡桐树也
在盐碱地里站起来了，在狂风走
石、漫天黄沙中，挺直腰杆，直抵
苍穹。一人一树，在历史最深处定
格成永恒。

有一天，一棵小小的泡桐树
苗不知被谁扔在地上，没有人在
意它，因为它比正常的树苗短了
一大截，在常人眼中，这就是“废

材”。一位身穿粗布衣的中年人却
小心翼翼地把它扶起来，端端正
正地栽在盐碱地里。这个人就是
焦裕禄。他说：“这棵桐苗虽然个
子低，但是根好，如果长起来了，
会比其他树长得还快。”

小树苗好像听懂了他的话，
挺起瘦小的腰杆，战风沙、斗暴
雨，在茫茫盐碱地里逐渐长成顶
天立地的大树，它就是焦桐。但是
当年倾心栽培它的人，却积劳成
疾，离开它整整 57 年了。

57 年过去了，如今的兰考已
是绿野千里，水清河澈。尤其在东
坝头，黄河九曲十八弯的最后一
个大弯就在这里一甩头，然后一
路向东奔涌而去，浪花翻卷，涛声
阵阵。站在这里，抬头西望，“黄河
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
雄浑意境立刻呈现在眼前，令人
激情澎湃，顿生英雄豪迈之感。此
情此景，叫人如何不想他。

人们记得，他在生命的最后
一刻还说：“你们把泡桐拍照片来
让我看看，我看看兰考的泡桐开
花了没有。”泡桐又怎能不开花
呢？风沙沉淀，岁月沧桑，泡桐总
是如期绽放美丽的桐花。那一树
树、一簇簇紫色的泡桐花，好似琼
玉倒挂、金钟脆响，散发出阵阵清
香。泡桐花的花语是“永恒的守
候”。这多么像焦裕禄，他的精神
永远守护着这片大地。

当地人说，半个世纪前的兰
考“刮风时，张口说话都是一嘴沙
子。路北播种子，路南收庄稼。”在
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泡桐成林成
才，这是何等坚韧不拔的生命力！
据说，泡桐的根系能扎到地下 18
米，直达豫东平原的浅水层，也许
它的力量正源于此。

说来非常奇怪，泡桐虽然生
长快，但寿命也相对较短，树龄三
四十年已属罕见，而焦桐已是花
甲。如此高龄，却依然枝繁叶茂，
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对此，林业
专家也连连称奇。“树是充满灵性
的，我们只能说，眼前这棵焦桐是
焦裕禄的化身，代表焦裕禄不朽
的精神。”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大地
更坚实；没有一种情怀，比造福百
姓更深邃。焦桐在时间的长河里，
始终坚守着赤子情怀，因为它生
来就涵养天地之正气，深蕴人间
之大爱。

兰考泡桐还具有“音乐天
分”，可以做成琴瑟琵琶，清雅之
音传遍天下。巧合的是，焦桐在古
代又是琴的别称。东汉蔡邕曾用
烧焦的桐木造琴，后人因而称琴
为焦桐。焦桐遇到知音，则化为一
曲高山流水。

野魂飞万里袁盼归来袁此水此
山此地遥百姓谁不爱好官钥把泪焦
桐成雨遥 ”习近平总书记一阙《念
奴娇·追思焦裕禄》，读来令人荡
气回肠、思绪万千。

一曲焦桐万世情，高山流水
有知音。这深植大地、穿越时空的
清雅之音，激荡在山川大地，回响
在人民心中。

庚子岁首，一种名曰新冠病毒
悄然袭击武汉。转眼，疫情向全国蔓
延。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迅速打响。
车辆停运，商铺停业，学校停课；封
路，封城，封门；村自为战，庄自为
战，人自为战，结成了人类抗“疫”史
上最强大的阵线。

疫情就是命令。大年初二，三弟
一家从省城来老家给母亲拜年，吃
完午饭即返回单位投入战斗。他们
夫妇都是从医 30 多年的老同志，深
知情况紧急，救死扶伤，大任在肩。
尤其是三弟，去年底，刚刚接任一省
属单位党政主官职务，肩负着为省
属及部队医院提供血液保障的任
务，牵头负责事关全省打赢这场战

“疫”临床用血的重任。因为居家防
控，街头人迹罕至，商场门可罗雀，
献血人数锐降，血库存量告急，临床供血面
临严峻挑战。

大疫当前，时间就是生命。他心急如焚，
发动职工“求人找血”，积极联系有关单位组
织团体献血，向全省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的
同时，请求政府帮助解决困难。终于，省新冠
肺炎防控办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全员积极
踊跃无偿献血，支援抗“疫”前线，避免了可
能出现的血荒，并且在省对口支援湖北最关
键的时刻，先后送去了 11250 多毫升感染治
愈者血浆。用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再生
的生命，他的一些创举，令人瞩目。

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打响以后，我们家
在医卫部门工作的 8 位亲人，无一人畏首畏
尾怯阵惧战。

“春红好样的，春红加油！”“春红加油！你
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这是 2 月
15 日我们看完外甥女为新冠病毒感染康复
者采集血浆的一组照片后的嘱托。连日来，
她始终向危而行冲锋陷阵。

即将退休的内侄女，在社区医院和年轻
人一样，起早贪黑忘我工作，不辞辛劳地到
小区上门服务，为从鄂归来或是有密切接触
者测量体温，观察体情。

在区人民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侄女，疫
情发生后，医院门诊和许多科室停诊，急诊
科病员骤增，她和科里其他人员一起知难而
上，认真细致地为每一名患者提供热情周到
的服务。

还有一个孙子辈的小丫头，在市区一家
医疗单位上班，因防控疫情，公共汽车和有
轨电车等交通工具全部停驶，一个多月来，
她每天往返骑行 60 多公里，从不迟到早退，
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赞扬。

前线，后方，台前，幕后，都是战场。全民
战“疫”，没有局外人。安心家里蹲，从餐桌到
门口，从卧室到客厅，或走来走去，或侍弄花
草，或看书写字……都是为打赢战“疫”做贡
献。

从事教学工作已经 30 年的四弟，在蜇

伏居家的日子里，积极投身文学战
“疫”。利用滚烫的文字，讴歌抗击疫
情战斗中涌现出的浩然壮举或凡人
琐事。他的《写在抗疫的日子里》《李
老犟》《一个普通人的战疫》等文章，
在中国诗歌网、江山文学网等网站
和媒体发表，文字激昂，振奋人心，
充分展现了一个普通市民战胜疫情
的坚定信心。

春节前，我回老家和二弟一起
跟母亲商量，是否过年后趁外面的
人都在家把她 90 岁生日做了。老人
家似有先见之明，她不假思索果断
地说，不做，今年不做！试想，如果在
疫情疯狂肆虐的正月里把宴会办
了，济济一堂百余人，一旦有人发热
感染，其后果不堪设想。

一向闲不住的母亲，这回不让
出门，开始很不适应，后来经二弟劝说，她认
识到了这种传染病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愣是
纳住了性子呆在家里，或打扫打扫卫生，或
摸摸小菜园子、看看电视，实在闷得慌就到
门口路边相相呆，总之，响应号召不出门。

原本应该返校上课的孙子在家呆着，
和全家人一样完全过上了“计划经济”的

“笼子”生活。他做完作业看电视，看会儿电
视下象棋；要不就是玩弄“会飞”的鞋子，把
洁白的屋顶和墙面搞得黑一块紫一块。实
在腻了就闹着要他爸妈开车带他出去兜风
玩，每当如此，他妈妈总是说，响应号召，我
们不出去，不生病，不传染，就是对国家的
贡献。

无情的病毒彻底搅黄了正常年份走亲
访友，互相拜年，互喝年酒的内容。疫情发
生后，小区小喇叭疫情宣传替换了往日欢
娱的音乐，所有大门封闭，只留一个出入
口，住户凭证出入。后来疫情严重了，允许
五天出去一次。可在小区大门口，经常有人
与保安因进出大门而发生矛盾和吵闹。此
时，我们夫妇寻声而望总会喃喃自语，让你
戴口罩，不是为你好吗！不让你出门，应该
自觉配合！

这段时间，我作为曾参加过对越防御作
战的一名老兵，像在战场上关心战况一样关
心疫情，每天上午准时打开手机，从支付宝
城市服务的功能里面，了解完本地疫情了解
全国疫情，且及时把得到的情况通报给正在
忙着家务的爱人，有时候她会放下手里的事
情和我一起认真的讨论起来，说，怎么又增
加了！心情沉重。2 月 19 日，我们这个地方
疑似病人开始出现“0”增长，至 3 月 9 日，几
个指标全部归“0”，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太好
了！春天来了！

疫情终会过去，春天就在前头。让我们持
续抗“疫”，直至春光明媚，春花烂漫！平凡造
就伟大，伟大来自平凡。让我们向每一个坚
守岗位的人致敬，向每一个默默奉献的人致
敬！

李老犟心直口快，虽然已经 60 出头，但他的犟脾气
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变小。东西庄年纪大的知根
知底，都佩服他的为人；年纪轻的大多敬而远之，就害怕
李老犟看不顺眼后的如炮筒一样的训斥声。

儿子李旺不像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40 岁的
李旺已是村党支部书记，但仍然看不惯父亲的行事，很
多时候父子俩没说上几句话，就能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呛起嘴来。

去年入冬后的一天上午，李老犟骑着电动车去赶
集。中午回来时，车后背着一个大塑料壶，里面装满了
散酒，这可是李老犟的命根子，每天中午、晚上不喝上
一两碗就难受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车篓里放满了猪
肉、羊肉……他一路哼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忽然
见到前面一老一少在吵架，两辆电动车倒在了旁边，地
上到处是蛋黄、蛋清、鸡蛋壳，还有散落的蔬菜。李老犟
刚听几句就知道了原因。理亏的小伙子扶起电动车就
要走，嘴里还振振有词。老同志哪能答应啊，拉着他不
给走！

老犟牛脾气上来了，也加入了吵架的行列。小伙子
血气方刚，当然不买他的账。吵着吵着，李老犟竟然和人
家动起手来。甭看李老犟岁数大，但年轻时练就的一身
力气让他丝毫没落下风。他抓住年轻人衣服猛一用力，
竟然将他按倒在地。被撞的老同志赶忙打了报警电话，
几分钟后派出所同志就赶了过来，见状后笑着说：“老同
志，这把岁数了还能打架，真有你的！”回到家李旺又和
老父亲杠了半天，直到老妈妈大声叫唤吃饭两个人才消
停下来。

庚子年大年初二，听说邻村有一村民也感染了新冠
病毒。李老犟平时爱看新闻联播，知道病毒的厉害，立即
用手机呼来村里年龄相仿的老同志，布置起防疫工作。
12 个老同志分 6 组轮流值守，封锁进入村庄的两个主
要通道，坚决不允许外人进入、里面人出去。儿子李旺知
道劝也没用，于是按照上级要求，也加大了相应的防护
措施。

初五的上午，正好李老犟值守。一辆面包车忽然开
了过来，停在道口的绳子前，车上下来四五个戴着口罩
的人，李老犟立即拦住他们说：“非常时期，任何人不得
进入村庄，没事的赶快离开！”其中一个中等个子身材
略胖的男子说：“我到亲戚家送药的，也不给进吗？”“不
行，告诉我是哪家，我替你送过去！”“你知道啊，他是
……”一个年轻人话没说完，就被略胖的男子打住了话
头。“不用了，老人家辛苦了！”然后几个人上了车调头
开走了。

恰巧巡查的村干部到了路口，他立即打电话给李
旺：“李书记，刚才来了几个人。车牌号是苏××，其中一
个人真像镇里的王书记。”

李旺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没说两句，父子俩又吵
了起来：“王书记你不认识啊！”

“我哪认识王书记啊？再说，防疫的关键时候，我为
村里人的健康安全考虑还错了不成！王书记要骂要批我
受着！”李旺气得转身就走。嘴里哩咕着“犟老头、犟老
头！”

晚上，李老犟在家休息，李旺不放心又到村里巡查
了一圈，深怕有聚众打牌的、举办家宴的。刚到家门口，
就接到镇里王书记电话：“李旺，你们村上今天值守的老
同志好样的啊！”

“王书记，对不起啊！今天到我们村来巡查的是您
吧！那个值守的是我老爹。没让您进村您不要生气啊！”
李旺赶忙道歉。

“你错了，《阳县发布》中刊发了乡政府小张写的报
道《非常时期，为忠于职守的好老汉点赞》，写的就是你
家老父亲的事迹。你替我好好感谢他老人家啊！”

李旺忙打开手机，翻开《阳县发布》，仔细阅读新
闻内容。报道后面还有县政府张县长的重要批示，他
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基层群众都要向李庄村的老同志
学习，增强防范意识、坚决打赢这场艰苦的疫情防控
战。

李旺回过头看看坐在椅子上的老父亲。此时，老父
亲已经斜躺在椅子上打起了呼噜，花白的头发显示出一
个老党员岁月带来的沧桑。

如注的雨落下，在房顶砸出密集的声
响，我们的北戴河之旅与大雨不期而遇。

为了陪孩子玩，妻子和小区里认识的
邻居商议确定了这次海边亲子旅游，时间
就在 8 月下旬，幼儿园开学之前。我们两
个家庭，各自驾车前往。那天午后出发时，
北京晴天，不到 400 公里的车程。下午 6

点前后我们相继到达北戴河海边。湿漉漉
的街道溅起水花，北戴河浇淋在雨中。

傍晚的海边，正在涨潮，我们加入游
客的人群，撑着雨伞观潮。此时的雨还不
急，但是一阵阵劲吹的海风将雨裹挟，袭
击人的脸和衣服。阴雨天的暮色来得又早
又快，我们决定尽早投宿吃饭，待次日天

晴再观海，游泳，登仙螺岛。
我们住进了一家私人客店过夜。客店

主人建议晚餐我们可以自己买菜，海鲜市
场就在附近，他们可以代加工。这里的海
鲜价格确实便宜，我们买回了鱼虾蛤蜊等
海鲜，我们一行 7 人美美地吃了顿丰盛的
晚餐。雨，一直不停地在下，只是晚餐后下
得更急促了。我们饶有兴致，想趁夜观海，
于是在雨中我们撑着雨伞步行到海边公
园。在公园的入口处，管理人员早就封闭
了通道，我们被告知，今夜雨大，海潮汹
涌，不宜靠近，为了游客安全考虑，公园禁
止入内。我们只能在杂乱的风雨声中远远
地听潮。

回到客店，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淋湿
了。面对急切的雨声，我们开始担忧起此
次的旅行计划，于是迫切地向客店工作人
员打探雨啥时能停，次日能否下海游泳。
他们的回复，也是很难料定啥时会雨停，
并说他们也愁雨天，下雨会影响旅客出
行，从而影响客房的入住率。

我们在忧心中期盼次日能天晴，在
哗啦啦的大雨声中等待雨住的消息。我
躺在客店的床上，深夜难眠，心里想，这
里海边湿度大，空气里水分足，雨水自然
会多，而且容易形成大雨。海边多风，风
吹的力度常让雨声变得杂乱。雨天会搅
乱我们的旅行计划，这让我有点扫兴。可
是，雨的兴致昂然。他们像似在奔跑，像
似在挑衅我忍耐的心。终于我在困倦的
等待中入睡。

雨的声响唤醒了我的睡眼，此时已是

天明。大雨还在不停地下，彻底浇凉了我
期盼天晴的心。我懒懒地睡在床上，闭着
眼睛想再次入睡。可是难停的雨声终究让
我再无睡意。起床时，已过了 8 点。大家叫
唤着起床吃饭。

吃罢早餐，愁人的雨还在不停地下，
街道的水流在淌，哗啦啦地从井盖灌进下
水道。我们开始重新商议旅行计划。尽管
也想多住一天等待天晴，可是这样的雨
天，密集的雨点，让我们很难有信心能等
来天晴。商议决定再观察半天，如果雨仍
难停，我们将在当日下午开始返回北京。

这样的天气，根本不适合长时间户外
玩耍，更不能游泳和过跨海索道登岛，我
们被迫在雨声中逛商店打发时间。在商店
里我们买了雨衣、雨伞。于是套上雨衣，撑
着雨伞步行到海边公园。尽管是雨天，海
滩上还是聚集了好多游客，大家在海风肆
掠的雨中观海，在岸边与涌上岸的海水亲
密接触。海浪像似要迎合大伙的好奇心，
涌起一重又一重浪花扑向海岸。小孩们自
然更加欣喜，他们在雨中的海滩上挖沙，
捡贝壳，在海边趟水，玩得不亦乐乎。

雨依然下个不停，阴沉的天，灰蒙蒙，
雨根本没有停的迹象，就像是连日阴雨的
雨季。上午在海边陪孩子嬉耍后，下午在
雨打的声响中，我们结束了此次北戴河旅
行。

北戴河的雨声，浸泡了我们的旅行计
划，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仓促。遭遇天
公不作美的天气，游玩自然不能尽兴，心
情压抑，郁闷的心只想尽快离开。

吃完晚饭，我信步到桃花垠，徜徉
在湖边，赏满湖月色。

夜幕渐黑，星星闪烁，灵动这一摊水
墨。湖面波光粼粼，晃动着纪念馆高大的
影子。月光倾泻了下来，奶油一般黄，泻
在这水面上。风过处，水中泛起涟漪，月
光一层层晕开，逐波远去。湖中的小鱼在
月下嬉戏，月亮笑望着这可爱的小鱼，铺
开一湖光色让它们畅游。明朗的月光，哺
育着这一湖的生命，生动着万物。

远处的霓虹灯闪射着，炫彩而华
丽。微风徐徐，湖边垂柳迎风飘摇，纤细
的柳枝如柔软的手，抚摸我的头。柳枝
啜饮着月光，在风中曼舞。水中有几片

柳叶游浮着，似一叶叶扁舟飘荡。湖边
草地上的泥土全无白天中的干燥粗糙，
充满柔和。

我品饮一口清茶，茶中便有了一个
月亮，月光似明珠般闪耀在花青色茶水
中，袅袅地似一位舞动的精灵。再啜一
口，便饮下了一个月亮。一阵云彩飘过，
遮住了月亮，又好似给月亮蒙上了神秘
的面纱，美感不禁又深了一层。月亮摘
去了面纱，变得更加明亮。

月明星稀，湖畔人影流动。皎洁的
月光下，周恩来纪念馆更加巍峨。

今夜，月色如水，思念如潮。
指导老师院张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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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区复兴镇任南社区项目位于淮安区大
成线南侧、七斗渠路东侧。该项目用地性质为居
住用地，总用地面积为 29173.00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为 20587.81 平方米，容积率为 0.71，建筑密
度为 21.50%，绿地率为 33.12% ，符合规划条件
及相关技术规定等要求。

根据《江苏省城市规划公示制度》要求，现
对方案进行批前公示（详见总平面图），公示时
间为 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2020 年 4 月 3 日，公
示载体为淮安区报、项目现场。在此期间，相关
权益人及有关人士若对方案有异议，请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淮安区复兴镇人民
政府反映。

联系人： 季宝章
联系电话：0517－87030128 15952308915
联系地址：淮安区复兴镇城建所
公示地点：淮安区复兴镇人民政府公示栏

淮安市淮安区复兴镇人民政府
2020年 3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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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不 聚 餐 ，不 聚 会 ，珍 爱 生 命 拒 野 味

复 工 复 产 促 发 展

融媒体记者 浦望舒

春回大地，正值春耕好时节。连日来，我
区在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组
织春耕生产，确保不误农时，田间地头到处呈
现出科学防控、有序春耕的和谐场景。

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车桥镇蛇峰村新
建的工厂化育秧大棚内农户们已在辛勤劳
作。大棚育秧使用时间短，农户便在育秧前后
充分利用大棚种植蔬菜，努力实现增产增收。

蛇峰村党总支书记万士俊告诉记者，该
村育秧大棚建成于今年元月份，占地面积 4
亩，大棚主要采取了“一育秧、两蔬菜”的运作
模式。目前他们正在种植食用毛豆，品种是苏
青四号，60 天就可以上市，总产量可以达到
3000 公斤。

春耕时节，蛇峰村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无
人航空植保机和高地隙植保施肥机正在为苏
醒的麦田喷药、施肥。在疫情防控期间，村里合
作社新购置的高新农业机械发挥了不小的作
用，不仅解决了合作社自身 1000 多亩农田的
喷药施肥问题，还能为周边老百姓提供植保服
务，预计春耕期间作业面积可以达到 5000 多
亩。

为保障春耕备种，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
时，区农业部门全面组织各类农资、种子经营
门店恢复营业，目前，全区农资供应货源充
足，价格也与往年基本持平。

融媒体记者 王 丹 顾睿卿

在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前
提下，让顾客放心吃饭是各餐饮经营
者需要做足的功课。楚香阁饭店在恢
复经营后使用了“机器人店小二”送
餐的模式，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近日，记者在楚香阁饭店看到，
一个机器人来回穿梭于餐桌之间，将
各类菜品送到指定餐桌由客人自取，
有效减少了接触环节，备受顾客好
评。

市民周先生告诉记者：“我觉得
店里用机器人送餐的这个做法非常
好，避免密切接触和飞沫传染，我们
吃得很安心。”

据了解，这种送餐机器人只需后
厨把餐盘放到机器人托盘，工作人员
轻按“机器人”头顶，它就会稳稳地把
饭菜送到指定地点，一次配送 8 道
菜，可以满足 20 桌就餐，极大提高了
服务效率。

“过去我们都是服务员在后厨候
着，菜好了再用托盘端送。现在我们
选择了用机器人送餐，既有效避免了
特殊时期人与人接触，充分保障来店
顾客的卫生安全，也提高了服务效
率，减少了人工成本。”楚香阁店长宋
炳海说。

除了送餐机器人外，楚香阁饭店
严格按照区里下发的《关于全区商贸
服务企业复工营业的通告》要求，从 3
月 13 日恢复堂食后，员工每天到店
里第一件事就是测体温、消毒全身、
健康卡填写、卫生知识培训。对店内
的地面走道、楼梯扶手、桌椅板凳、包
括后厨工作间进行全面消毒。所有进
店顾客均需在店门口排队测温、全身
消毒和身份登记检查合格后，方可进
入。无论是在大堂还是在包间就餐，
每菜配公筷，人员间隔一米。店内就
餐容量也予以控制，餐桌实际使用数
量不超过平时的 50%。这一系列措施
旨在让顾客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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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店小二”送餐

助 力 酒 店 安 全 复 工

融媒体记者 陆一飞 顾睿卿
张 婷 胡泽宇渊实习冤

自“百家名店感恩千名英雄活
动”启动以来，市民反响热烈，大家
纷纷表示要学习英雄、致敬英雄，
要为英雄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感
谢他们一直坚守一线为全区疫情
防控工作做出的贡献。

瞻岱社区党员志愿者金国喜，
大年初一加入抗疫一线，一直坚守

岗位，守护着社区居民的安全。3
月 20 日晚，他通过电视了解到这
次活动后，激动不已：“作为一名党
员，同时也是疫情防控的一线工作
者，我觉得能够尽我所能帮助和守
护社区居民安全是我应该做的。这
是政府和市民对我们工作的认
可。”

市民葛文静说：“看到报道后，
感到非常的温暖，淮安区有这么多
英雄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同时这

么多店铺向英雄致敬，我感到自豪
和感动。”

位于东长街的“牛妈妈”奶品
店店长韩全会在“淮安区发布”微
信公众号看到“百家名店感恩千名
英雄”的新闻，想为英雄们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为他们送上亲手做的
食品，表达敬意。

喜盈门花店老板张民在手机
上看到这个活动的新闻后，感觉这
项感恩英雄活动，让城市充满了温

情和暖意。“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既让英雄们感受到敬意，也让我们
感受到温暖。”张民说。

疫情期间，新大新服装店按照
政府防疫规定关门停业，但是员工
们经常会在微信群里交流疫情信
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服装店也开始开门迎客。员工们表
示会以更加优质的服务迎接英雄
们的到来。

融媒体记者 张 婷 胡泽宇渊实习冤

自 3 月 20 日我区开展“百家
名店感恩千名英雄”活动后，各行
各业纷纷加入感恩队伍。3 月 21
日，区新华书店向我区 4 名援鄂医

护人员家庭赠送了价值千元的图
书。截至目前，该书店已为此次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及抗疫一线的英
雄们捐赠 5 万余元的图书。

新华书店淮安分公司副总经
理仇长波告诉记者，今后，区新

华书店将继续参与相关活动，尽
其所能，向淮安区的英雄们致
敬。

早在 2 月底，区新华书店就
开始向援鄂一线英雄送去关怀，
考虑 4 个家庭孩子学龄段不同，

书店分别为每个家庭送去了本学
期教材、配套辅助用书、工具书及
1 千元图书卡。另外，该书店还专
门印发了 5600 册《冠状病毒防治
手册》送往淮城街道以及全区各
个中小学。

融媒体记者 刘 蕾

3 月 20 日，河下古镇景区出现一群
“红马褂”，他们走到路旁，把 100 余辆共
享单车排列整齐；来到里运河堤边，将一
处垃圾清理干净，他们是“幸福河下”党建
联盟的党员志愿者。

据悉，河下街道党工委为进一步深化
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效果，持续发挥

“幸福河下”党建联盟全区域统筹、多方面
联动、各领域融合的积极效应，联合区城
管局、区商务局、区市监局、文旅开发区等
联盟成员单位在河下街道范围内开展文
明创建整治提升行动。按照“党建引领、联
动协作、共建共享”的原则，有效整合各类
资源，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再上新台阶。

该街道完善共驻共创机制，按照条块
结合、属地管理的原则，定期开展联席会
议，会办解决当期创建过程中出现的涉及
多部门、多层面的复杂疑难问题。对一些

整治难、易反弹的重点问题，聚合力量联
合执法，形成“一盘棋”创建协同格局。

该街道完善联动协作机制，以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局为主体，区公安分局、市场
监管局、城管局 3 个部门分别委派 1 至 2
人作为联络会办人，做到“吹哨即到”。成
立联动协作执法协作群，以“大执法带动
大长效”为抓手，排出计划，逐街整治，对
于拒不配合、多次整改不到位的问题，探
索实施“属地吹哨，部门报到”的联动机
制，由联盟成员单位集体“会诊”问题并根
据部门职责提出具体措施，开展联合执
法，直接解决问题。

该街道完善志愿服务机制，广泛引导
联盟单位党员干部主动服务社区治理。持
续发挥专业优势，组成文化、科普、医疗、
卫生、法律、环保等专业志愿服务队为社
区群众带来专业化、科学化、立体化的志
愿服务，创新打造志愿服务“品牌”，让志
愿服务成为彰显城市文明的靓丽风景。

融媒体记者 董 海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淮城街道下
关村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引导
居民养成文明卫生好习惯，并号召大家把文
明习惯坚持下去，成为日常行为规范。

在下关村淮上人家小区，业主们有序
扫码“淮上通”进出小区，志愿者们也在为
业主示范“淮上通”的使用方法。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下关村积极组织志愿者们
走街入户，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对小区内

公共区域及楼道进行定时消毒，落实垃圾
分类，引导出行戴口罩，得到了居民的积
极响应，居民的健康意识、文明素质得到
了很大提升。

淮城街道下关村党总支书记蔡峦告
诉记者：“疫情期间，我们要求辖区内小区
物业人员做好进出登记制度，对小区内外
每天三次消毒，督促小区居民自觉养成不
随地吐痰、不随手乱扔垃圾的习惯，让文
明习惯巩固抗疫成果，推动我区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

融媒体记者 浦望舒 王 丹

3 月 23 日下午，区级机关工委所属党
组织在顺河镇官路村开展绿色行主题党日
活动。

活动现场，工委全体委员和所属 55 个
党支部党务干部 60 余人分工协作，有条不
紊，干劲十足。他们挥锹挖土、放苗扶正、填
土踩实、提水灌溉，整个植树现场一片火热
的劳动景象。经过 2 个多小时辛勤劳动，近

千棵意杨苗木整齐竖立在官路村的堆堤两
旁。

据了解，区级机关工委系统今年重点打
造的党建项目是“4+1”特色主题党日活动。

“4”是组织 55 个支部党务干部过好一季度
党建绿色行、二季度党建特校行、三季度党
建军营行、四季度党建夕阳行 4 次集中党日
活动,“1”是基层支部每年培植一个新的亮
点项目。区级机关工委旨在通过主题党日活
动开展，巩固主题教育成果。

通讯员 韩梦婷

近日，钦工镇文广站、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联合镇团委在好人文化广场举办了

“疫情防控、共享健康”科普教育展，将科
普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倡导居民文明居
住、文明出行、文明就餐，打造文明乡风、
文明秩序、文明生态。

现场共展出有关疫情防控、安全生
产、文明出行、健康生活等 10 块科普宣传
展板，多题材、多角度、有针对性地将如何
进行自我防护、养成文明习惯、正确避险
等知识传递给居民。科普工作人员与志愿
者还就大家普遍关注的疫情防控知识进
行了细致地讲解。

野幸福河下冶党建联盟

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再上新台阶

下关村

疫情防控文明创建两手抓两促进

钦工镇

举办“疫情防控、共享健康”科普教育展

“百家名店感恩千名英雄”活动市民反响热烈

新华书店给英雄家庭捐赠图书

区级机关工委

开展“绿色行”主题党日活动

通讯员 咸学兵

为在疫情防控期间扎实开展好今年的
冬训工作，运西水管所党支部采取集中学习
与自学相结合，保证天数参训率，学深学透
冬训相关专题内容。支部贯彻落实疫情防控

各项举措，教育全体党员管好家人、亲属，服
从社区管理。在疫情防控值班上，支部书记
吃住在所一个多月。在调水保障、汛前检查、
安全检查上，支部党员奋勇争先，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实实在在检验冬训成效。

运西水利管理所

做好疫情期间党员冬训工作

融媒体记者 张攀江 徐天魁

自 2 月份以来，淮安鸿富瀚科技有限公
司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经过三个批次的
招工后，已经满员开工生产，整个厂区呈现出
生机勃发的发展景象。

日前，在鸿富瀚科技有限公司的千级无
尘生产车间，记者看到，13 台圆刀机正在快
速运转，一个个模切产品源源不断产出。公司
生产负责人李春凯告诉记者，他们最近都在
忙着完成积压的订单，已经进入了“白”加

“黑”、“5”加“2”的排班模式，全力冲刺任务，
同时现有的排产订单量已排到月底了。

鸿富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手机辅料生产的制造企业，主要生产 3C 电
子辅材、双面胶、防尘网等模切产品，产品广
泛用于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目前公司累
计复工 141 人，基本能够满足生产需要。

为切实做好防疫工作，公司每天上班前
统一对员工进行体温测量，更换口罩，手部清
洁。安排了专门人员每天三次消毒，生产过程
更是严格防护。

“我们机台的最大间距在 9.6 米，最小间

距在 5.6 米，一个机台上只有两个工位，所以
操作人员的间隔距离是足够的。员工上班的
时候，穿着连体的无尘服，佩戴口罩，这也是

我们防疫工作的很重要一项。”鸿富瀚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经理李春凯说。

鸿富瀚科技：加班加点赶订单

淮安区复兴镇任南社区规划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任南社区鸟瞰图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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