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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晓菊 高佳燕

“这两年，我们的生活条件真的变
好了，靠着党的好政策，村里帮我改造
了危房，让我住进了新房子。”“你这
呀，就是报告里写的‘提高保障和改
善民生水平’。”“对，报告里写要‘让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
迈进’。”

12月5日晚上，东海镇显中村农
家书屋灯火通明，20余个村民围坐在
一起研读讨论党的十九大报告，阅读
声、讨论声、掌声，此起彼伏。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许多关于‘三
农’的论述，如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这些都与村民的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如何让村民们读懂弄通十九大
精神，是我们一直思考的事情。”显中
村党总支部书记郁健介绍，现在，书屋
里党的十九大报告单行本、《中国共产
党章程》单行本、《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等十九大
读物都已齐全，开展本次阅读讨论会，
就是让村民们在学习讨论中更加深入

地理解十九大精神。
“大家来听我读啊，这报告里提

及的生态文明，还是值得我们每个人
认真看一看读一读的。”老党员陆振
丰手指抵着书本，一行一行认认真真
地读了起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
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
路……”

“嗯，我插句话啊！”村干部陶汀打
断陆振丰阅读说，村里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原则，实施“水美乡村”书
记项目，倡导绿色畜牧养殖，大力治理

畜禽养殖的污水粪便，还有由村干部、
网格长等组成的环境保护小组，定期
对河道进行清理，如今村里水面洁净、
路面整洁，空气质量不断提升。“‘生态
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生
态建设，我们要坚持搞下去啊，你们说
对不对？”“对！”陶汀刚说完，村民们纷
纷鼓掌点头。

“报告里还讲到，‘党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觉得啊，只要
我们照着十九大报告指引的路走，我
们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一个
多小时的阅读讨论会临近结束，陆振
丰合起书本充满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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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
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12月5日上午，合作镇周云村
多吃点绿色有机食品基地人头攒动，
村老书记卢正飞讲得起劲，大伙听得
认真。“基地里共有六七十个人，正好
利用这段农闲时间和大家伙讲讲十九

大精神。”卢正飞说。
宣讲内容，句句话都源自十九大

报告，条条都有具体内容指向。21组村
民陈德忠说：“老书记到田间地头，通
过通俗易懂的形式，让老百姓学深弄
懂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我俚希望多
组织这样的活动，既让我们学习好了
党的政策，又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提到了

一个战略高度，为我们农村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多吃点绿色有机食品有限公
司销售部长沈鑫海说，通过学习十九大
报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他们不仅调
整了种养结构，而且还将他们的农副产
品搬到电商平台，让公司产品走向全国
各地。下阶段，公司还将进一步扩大规
模，吸引周边更多的农民到基地来打
工，带动更多的周边农户致富。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
丽中国。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卢正飞刚说到这几句，种植户马
贵宝便坐不住了，“我之前种植芦笋，
光顾着自己赚钱，没考虑到会影响村
民的居住环境，大家意见很大，真是对
不起了！不过，请大家放心，在镇农机
部门的指导下，我已经将芦笋的垃圾
进行打堆处理，确保不再影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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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传递“好声音”

老书记田间地头上党课

本报讯 12月7日上午，江苏
省第二环境保护督查组督察南通市
情况反馈会在南通召开。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市委书记王晓斌，市委副书记、
市长黄卫锋在南通主会场参加会
议，顾云峰、孙建忠等市四套班子领
导在启东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今年7月7日至8月6日，省第
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南通市开展了
环境保护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督
察组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南通市
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
保护决策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着力改善环
境质量，切实保障生态安全，环境保
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督察组指出，南通市环境保护
工作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全市
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之间
的矛盾依然突出，一些历史累积性、
区域性、结构性环境问题未得到根
本解决。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贯彻落
实上级环保决策部署存在不到位的
情况，一些地方水环境污染问题突
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部
分行业环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希
望南通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压
实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加快解决
突出的环境问题，依法从严追究责
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督察明确，南通市委、市政府应
根据《江苏省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
行）》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在30个工作日内报送省委、省政
府。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
照省有关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开。督
察组还对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了梳
理，将按有关规定向南通市委、市政
府移交。

南通市委书记陆志鹏表示，督
察组的反馈意见，肯定成绩实事求
是，指出问题客观精准，提出意见
科学合理，是对我市环保工作一次全面体检和问诊把
脉。市委、市政府完全接受督察组的意见，将严肃对待
督察组指出的突出问题，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
动、最有力的措施抓好整改落实。 （黄燕鸣 尹倩倩）

全国农村成人教育网公布全
国农村优秀学习型组织名单

我市惠萍镇
榜上有名

本报讯 12月7日，全国农村成人教育网公布第五批
全国农村优秀学习型组织名单，惠萍镇荣获第五批“全国
农村优秀学习型乡镇”称号。

近年来，惠萍镇高度重视社区教育事业发展，秉承终
身教育的理念，以网络、教育场所等模式打造学习超市，
加强学习基地建设，不断完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以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为原则，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社区特色文
化为纽带，以社区资源优势为依托，通过夯实基础强网
络，资源整合强运作，创新引领强载体，以人为本强服务，
探索出一条学习型乡镇建设新路子。惠萍镇拥有建筑面
积2510平方米的社区教育中心，内设教室6个，能容400
人同时学习，配备了30台微机和15000余册藏书。该中
心多次获评启东市社区教育先进单位、启东市文明单位
等荣誉。全镇15个村2个居委会，8个规模企业均建立了
社区教育（居民、职工）学校，并拥有一支15人的社区教育
兼职教师队伍，每年举办各类培训班85期以上。今年3
月，成立了我市首家乡镇老年大学——启东市惠萍老年
大学。 （陈天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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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上午，绿城花园社区组
织开展“书画艺术进社区，宣传党的十
九大”现场展示活动。市老干部书法协
会的老同志们现场挥毫泼墨，直抒胸
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面从严
治党永远在路上”、“春华秋实”等一幅
幅紧扣主题的书画佳作赢得了社区居
民的一片赞叹。 郁卫兵 朱培培摄

翰墨丹青
寄情怀

17年无偿献血
逾1万毫升
启东公路站宋红斌获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本报讯 日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发文，授予
启东公路站宋红斌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铜奖，成为我市唯一的获奖人员。与此同时，江苏省无偿
献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授予宋红斌“无偿献血奉献
奖”，并向其颁发了荣誉证书。

多年来，宋红斌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爱心助学等志愿
服务活动，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自2000年第一次参加无
偿献血以来，宋红斌坚持每半年献血1次，17年来已累计
无偿献血超过10000毫升，挽救了一批用血患者的生命。

在参加无偿献血的同时，宋红斌还秉承“无偿献血有
年限、志愿服务无终点”的理念，积极发起并参与资助兰
考贫困生的跨省助学爱心义举活动，在全市公路系统引
起了积极反响，进而先后带动了50多名公路站职工和社
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无偿献血事业。 （郁剑波 姜斌）

本报讯 自富民强企奔小康“走帮
服”活动开展以来，彩臣三村党员干部
深入居民中间，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凝聚社区和
谐发展的“正能量”。

彩臣三村地处辖区的南端，距离社
区活动地点比较远。在老小区改造过程
中，发现13号楼那里经常有居民聊天，
聊家常、叙邻里情。但是，由于地方比较
小，影响了作用的发挥。很多老年人说，
现在小区都是独门独户，不要说前幢和
后幢楼里的居民彼此不认识，有的在同

一楼道里也互不相识，平时只能呆在家
里，有什么心里话无人倾吐。一些高龄
老人不识字，看新闻跟不上节奏，时间
一长，消息完全闭塞。因此，不少居民提
议建一个专门的聊天场所，彼此熟悉熟
悉，互相拉拉家常。

根据居民的这一愿望，彩臣三村社
区党总支随即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网
格长和居民代表商讨此事，提议利用老
小区改造契机，对树下一块地面进行硬
化，在此建立党群驿站。这一建议，得到
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志愿者们就地取材

砌了条凳，党员俞富鹤等利用休息时间
花了3个多小时制作了小方桌，就这样，
彩臣三村“党群树下聊天驿站”诞生了。
喜讯传开，附近居民乐开了花。在这个驿
站里，小区里的老年人每天都会相约在
一起聊家常。甚至有的中风老人坐着轮
椅也一起参与进来。聊天中，有些热心肠
的还为小青年牵线搭桥，当起了红娘、月
老。社区党总支还在驿站里开辟了学习
园地，邀请退休老教师每周给老人读
报、讲解保健知识等，还邀请理论知识
丰富的老党员为社区党员以及居民宣

讲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十九大精神。
彩臣三村社区的“党群树下聊天驿

站”，不仅为社区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
之间建起了一个谈天说地的平台，还成
了服务大龄青年的婚恋鹊桥、以及宣传
时事政治的学习园地。社区党总支负责
人表示，社区将进一步以服务居民、服
务和谐社区建设为理念，全方位推进

“党群树下聊天驿站”的建设服务工作，
使其真正成为凝聚人心、传承爱心的党
员居民活动阵地。

（郁卫兵 沙春娟）

彩臣三村有个“聊天驿站”

以家乡为骄傲 以荣誉为起点
——访启东籍新晋中科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顾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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