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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嘉怡

“只有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多与群众
交朋友，群众才会向我掏心窝子，才会支
持我的工作。”自2013年当选南阳镇富兴
村党总支书记以来，曹辉始终坚持认真
倾听人民群众的急、难、盼、怨，在“一线”
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富兴村公共服务中心的西南角就是
村里的安息堂，每年清明节，回家祭祖的村

民络绎不绝，因为附近只有村公共服务中
心一块场地，村民们只能把车停放在这块
场地上，停满后其他车辆只好停放在马路
边上，造成了道路堵塞，村民们对此意见很
大。曹辉急群众之所急，实地走访观察，并
多次召开村委会商议此事解决办法。2015
年8月，经过村委会、村民的通力合作，在
村公共服务中心的南侧开辟了一块停车
场地。曹辉还组织建立了以网格员、党员中
心户、普通党员、群众组成的新场地建设监

督评价机制，对施工费用、杂工工资等事项
全部公开，接收群众监督。新场地建成后，
既可供村民们停放车辆，也方便了晚上跳
广场舞的村民，又保障了公路的畅通。村民
们乐呵道：“场地建好了，道路畅通啦。咱们
老百姓的心也畅快多啦。”

2015年，曹辉带领富兴村村民成功
流转1000多亩土地，用于种植大规模水
稻，并成立了一个农产品合作社，统一种
植、加工、销售，帮助村民增收。2016年3

月，富兴村开展了“四有四化”建设，打造
了功能适用的活动场所，配备了一站式
便民服务大厅、党群议事室、会议室、党
代表工作室、党群活动室等活动场所，推
动富兴村公共服务中心提档升级。“作为
一名村党组织的领头雁，只有真心实意
地为村民着想，帮助村民解决诉求，村民
才会从心底里接受你，尊重你。有了村民
们的支持，村里再多、再大的难题也一定
会迎刃而解。”曹辉说。

为民务实在一线
——记南阳镇富兴村党总支书记曹辉

本报记者 黄燕鸣

7月19日上午一上班，汇龙镇南郊
村党总支书记郭正飞的办公室里，就来
了不少村民。“前天刚刚召开动迁会议，
相关动迁政策也已公示，但是每家每户
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所以来咨询拆迁
安置政策的村民还是不少。”回答完村民
的咨询，郭正飞才有空向记者介绍。

2009年，郭正飞放下自己的企业，担
任南郊村党总支书记。看到村里办公条
件简陋，村集体资金又比较紧张，郭正飞
自掏腰包60多万元，改造原来的村办公

室，购买桌椅、电脑等办公用品，极大地
改善了南郊村委会的工作条件。

作为新城区的一部分，南郊村全村
面临动迁安置。面对巨大的动迁任务，郭
正飞身先士卒，2010年初，第一个签订
拆迁协议。在动迁过程中，南郊村将动迁
政策送到每个动迁户手中，并对房屋动
迁补偿方案、评估单位及负责人、评估鉴
定机构、被拆除房屋基本情况以及签约
进展情况等进行上墙公开。

陆锦昌老两口以前一直住在自己的
“五架头”老屋内，因动迁被安置到了南
郊村安置A区120平方米的新房，房子虽

大，老两口却不太满意。“我们两个用不
着住这么大的房子。”郭正飞知道后，第
一时间上门详细解释相关政策文件，在
政策许可范围内，让陆锦昌和老伴选择
了70多平方米的房子，多余的面积由政
府进行回购，让老人既住上了新房，又有
了存款。“只有政策全公开，真正做到公
正公平公开，动迁工作才能顺利展开。”
郭正飞说。

除了做好动迁工作，郭正飞始终心
系百姓，致力慈善事业。他经常关心村里
老年人的生活，每到冬季就会及时给村
里的老人送去棉衣棉裤，嘘寒问暖，还为

汇龙中心敬老院的孤寡老人捐助了羊毛
毯等冬令物资，让老人们不但暖在了身
上更是暖到了心里。村里有村民家庭经
济困难的，郭正飞依托自己的企业，招收
困难村民入企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2015
年，郭正飞被江苏省委评为“吴仁宝式”
优秀党组织书记。

自掏腰包解民忧
——记汇龙镇南郊村党总支书记郭正飞

7月20日晚，由市教育局、海工船舶工业园主办，寅
阳镇、市篮球协会承办的2017年启东市“海工杯”篮球
比赛在和合小学体育馆拉开战幕。24支队伍参加赛事，
比赛时间为7月20日至8月15日。

图为开幕式上寅阳镇队与女儿红队比赛一景。
姜新春摄

煤气箱老旧破
居委会除隐患
本报讯 近日，文汇新村社区干部在走访老

小区时发现，银州小区楼道内的外置煤气箱多
数已经老旧、破损。

“虽然居民没有反映这个问题，但老旧的
煤气箱影响了社区环境美观，是否还存在安全
隐患，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大暑天。”掌握了
这个情况的社区干部立即向社区居委会主任作
了反映。“这是个重大问题，”居委会立即向煤
气公司提出了整改建议。

煤气公司领导对社区反映的情况高度重
视，表示将尽快安排人员上门处置，并恳请社
区给予工作支持。紧密配合煤气公司，居委会
干部全体出动，逐幢逐层统计银州小区老旧、
破损煤气箱数量、位置，及时将情况反馈给了
煤气公司。

7月13日一早，煤气公司委派专人来到银
州小区，对煤气管道安全隐患进行了仔细排
查，对老旧、破损的煤气箱逐一进行了更换。
一个个亮光闪闪的不锈钢煤气箱安装好后，小
区环境焕然一新。“居委会真为我们办了件大好
事，现在我们睡觉都安稳了”，对居委会真心为
民办实事的举措，居民们给予了一致好评。

（陈春华 秦娟）

答疑解惑在社区
服务居民零距离

本报讯 7月14日上午，市行政审批局组织
卫计、公安、医保、劳动就业、不动产登记、社保等
窗口工作人员来到汇东新村社区，开展政策宣传
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设立了便民服务台，向社区居民
提供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等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的政策咨询服务。同时，卫计委工作人员为
前来的社区居民测量血压，宣传卫生防病、夏
季保健等知识。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市行政审批局“走帮
服”系列活动之一，也是落实南通市委召开的
富民强企奔小康“走帮服”活动大讲坛暨推进
会的一项举措。市行政审批局在前期的“走帮
服”活动中，发现居民对社保、医保、房产交
易等相关政策规定不甚了解，即组织窗口工作
人员走进社区，为群众答疑解惑，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黄燕鸣 翟小华 朱培培）

农工办试点村级财务网上审批
本报讯 为加强新形势下农村财务管

理与监督，提升镇村二级财务审批工作质
效，7月起，市委农工办在汇龙镇探索开展
村级财务网上审批试点工作。

网络资金审批平台大大缩短了审批
时间，以往需要2-3天办成的审批，现只
需2-3小时即办结，既提高了工作效率，
也实现了会计审批程序的动态化、实时
化、无纸化及电子化管理，使得资金使用
更加透明，进一步规范了财务管理。

（陈盷伶 黄海英）

寅阳镇做好应征对象体检工作
本报讯 近日，寅阳镇组织预征对象

到江海中学进行体检，440多名适龄青年
统一参加了体检。

为确保今年征兵体检工作顺利进行，
镇人武部在此前做好村级摸底工作，通过
网上报名以及到各村发放征兵通知书，确
保适龄青年人人参检，做好与本人、学校、
家长、村（居）“四见面”，为确定高素质、高
学历的兵源奠定了基础。 （肖俊勇）

万豪花园开设青少年教育讲座
本报讯 近日，万豪花园社区邀请众

安救援队教员给社区青少年上了一堂防
溺水应急救援课。

教员以实际案例给同学们讲解了游泳
小常识、游泳过程中注意的问题、游泳中紧
急情况处理，以及溺水案例和心肺复苏、人工
呼吸等应急救援方法。（黄欣美 徐晓宇）

本报讯 我市肿瘤登记工作得到了国
家卫计委疾控局和国家癌症中心的肯定。近
日，隶属于启东市人民医院/启东肝癌防治
研究所的启东市癌症登记处获2017年度全
国肿瘤登记工作特别贡献奖和2017年度全
国肿瘤登记工作杰出贡献奖。

我市肿瘤登记工作起步早，随着经济、
科技和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紧跟时代发
展步伐，转变工作思路，全体科研人员兢兢
业业坚守40多年，对我市100多万人口进
行调查，经过科学严谨的数据分析，采取多
项措施，保证了肿瘤登记工作质量。本次启

东癌症登记2008~2012年资料入编《五大
洲癌症发病率》第Ⅺ卷，成为国际可利用数
据，为国际肿瘤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据
介绍，《五大洲癌症发病率》汇编是国际癌症
研究中心/国际癌症登记协会汇集世界各国
肿瘤登记数据的系列专辑，每5年为一卷，

在国际上具有最高权威性。
启东肿瘤登记资料已连续10年入编

《中国癌症登记年报》，再次表明了我市肿瘤
登记报告工作达到国际水平、跻身全国一线
水平行列。

（陈盷伶 朱健）

我市肿瘤登记获两项国家级贡献奖

宏达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企业搬

迁、大 件设备搬运、红
木家具搬运 等。争创行
业明星、力争服务标兵。
电话：13776920637

定制您的专属幸福
本会所是启东规模最大，最正

规最专业，成功率最高的婚恋机构
（网络平台+红娘一对一婚配）。常年
举办上海、南京相亲专场，每月开放
爱情超市。
地址：启东市环球大厦1016室
电话：83657388 QQ：2804284522
网址：www.hdjyhs.com

启东红豆婚恋会所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33..99cmcm××11..88cmcm 30元/期（10期起刊） 2500元/100期

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本会所是启东首家正规婚
恋会所，受启东市女企业家协会
委托创办，使有情人相识、相知、
相爱！现有千名单身贵族期待您
的海选！
地址：启东市东方银座508室
电话：0513-83816600
QQ：1007031929
微信号：QS83816600
网址：www.36500t.com

启东牵手联谊会所
海选您的另一伴

“福彩•慈善圆梦大学”
助学活动启动

详询户籍所在镇（街道办）民政部门

求购学区房
本人欲求购一套小

户型的实验小学、折桂中
学学区房。有意者请联系
电 话 15262818876，中
介勿扰。

土家族简介
我市现有土家族常住人口157人，土家族流动人口480

人左右，在我市各镇均有分布。
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土

家族无论婚丧嫁娶、修房造屋等红白喜事都要置办酒席，一
般习惯于每桌九碗菜、七碗或十一碗菜，但无八碗桌、十碗
桌。土家族十分注重传统节日，尤其以过赶年最为隆重。土
家族比汉族提前一天过年，即月大是腊月二十九，月小是腊
月二十八，因此叫做“过赶年”。届时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
做绿豆粉、煮米酒或咂酒等。糯米粑粑是土家族民间最受欢
迎的食品之一。土家姑娘的结婚喜庆之日是用哭声迎来的。
新娘在结婚前半个多月就哭起，有的要哭一月有余，至少
三、五日。土家族男式服饰的基本特色是：上衣为“琵琶襟”，
后来逐渐穿对襟短衫和无领满襟短衣；缠腰布带；裤子肥
大，裤脚大而短，皆为青、蓝布色，多打绑腿；女式服饰的基
本特色是：上衣矮领右衽，领上镶嵌三条花边（俗称“三股
筋”），襟边及袖口贴三条小花边栏杆；下穿“八幅罗裙”，裙
褶多而直，后改为裤脚上镶三条彩色花边的大筒裤。土家族
喜食油茶汤，日常主食除米饭外，以包谷饭最为常见。典型
食品有：粑粑（糍粑）腊肉、油茶、合菜、团馓、绿豆粉（米粉）、
油炸粑。土家族的传统民居主要有茅草屋、土砖瓦屋、木架
板壁屋、吊脚楼四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石板屋和岩洞。土
家族崇拜祖先，信仰多神。

佤族简介
我市现有佤族常住人口2人，佤族流动人口

113人左右，主要居住在惠萍、寅阳、北新等镇。
佤族有自己的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

语族佤语支，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佤族文字。佤
族人豪爽好客，迎接客人以酒当先，认为无酒不成
礼。便克是佤族第一大节日,人们将它视为灭灾驱
鬼,送旧迎新,预示家事 平安,五谷丰登,六畜满
园的隆重佳节。佤族的婚姻，大都是通过自由恋爱
缔结。结婚的年龄一般在二十岁左右，多男大女
小。青年男女的恋爱活动，俗称串姑娘。佤族崇拜
红色和黑色，服饰多数以黑为质，以红为饰，基本
上还保留着古老的山地民族特色。佤族以大米为
主食典型食品有茶花稀饭、火烧蛇肉、青豌豆炒蚂
蚁蛋、油煎柴虫、鸡肉粥等。佤族房内的陈设简单，
无桌椅，竹席木板当床，没有被褥，只用棉毯或麻
布单做被盖，枕木头，和衣而睡。佤族的住房，各地
区不同。受汉族影响较大的地区，一般是四壁着地
的草木房，也有土壁草房和个别的瓦房。佤族群众
普遍相信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佤族人民把木鼓
当作灵物崇拜，认为敲木鼓可以通神灵，驱邪魔，
降吉祥。

启东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宣

少数民族知识连载（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