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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龙镇临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走动”的站点更走心
融媒体记者 韩银平
通 讯 员 施彦佟 顾依琳
7 月 27 日下午，汇龙镇临江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看望、慰问村里困
难、生病的老党员。
“ 最近身体怎么样？生
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在 78 岁老党员毛菊
秀的家中，志愿者们亲切地问候老人。老
人满脸笑意，拉着志愿者的手连声道谢。
此前，老人因生病体力不济，儿子又
不在身边，家里成熟的油菜无人收割，是
志愿者们忙前忙后，帮着老人收割、晾晒。
每每提及此事，老人总是对志愿者竖起大
拇指：
“多亏有了他们帮忙，还时不时地来
看望照顾我，感觉很温暖。
”
在汇龙镇临江村 2020 年第三季度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项目清单上，
本次
“情暖
临江·慰问困难、生病老党员”的活动赫然
在列。并且，清单还分主题、分时间地详细
列出了计划举办的 15 场具体活动。
村党总
支书记秦忠告诉记者：
“为让全村的男女老
少都参与到活动中来，
村里每月都会举办5
个不同主题的活动，这个月安排了《民法
典》宣讲、
乘凉晚会、
创文宣传等活动。
”
群众的参与度，是临江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活动最看重的。只有村民实实
在在地参与进来，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实
践”，而丰富多彩的活动是提高人气的最
好途径，
“ 活动+”已经成为助推新时代文
明实践在临江村落地生根的有力抓手。
“活动+理论”为村民带来一堂堂深刻
的思想教育课，市一中黄晓军老师宣讲

《讲科学生活，做幸福村民》、村党总支书
记秦忠宣讲《解放思想、坚定信心、走高质
量发展之路》；
“ 活动+评选”点赞时代楷
模、弘扬文明新风，
“ 最美家庭”
“ 身边好
人”
“ 优秀志愿者”喜上光荣榜；
“ 活动+技
能”提升百姓防护意识和能力，红十字会
医护人员开展急救培训，消防员进行灭火
器使用方法培训……
为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向深里
走、向实里走，临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还特别设立了 9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各
实践点由社会能人、文艺骨干带头组织开
展各类活动。
第五站点负责人黄斌多才多艺，在他
的影响下，该站点活动丰富，扇子舞、腰鼓
舞、太极拳、木兰剑、象棋对弈、二胡合奏，

村民们的空闲时间都被这些趣味活动填满
了。
“这些活动不仅锻炼了身体，丰富了村
民的精神生活，
还拉近了邻里关系，
互帮互
助蔚然成风，
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
黄斌说。
第一站点负责人陈雨芳最初只是跟周
边几个喜爱跳舞的姐妹聚在一起切磋“舞
技”，为此她还自费购买了音箱供大家使
用。后来，舞蹈队的规模越来越大，转型升
级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后，村民们更是利
用舞蹈间隙，讲好人事迹，拉邻里家常，相
约结伴开展志愿服务，
和善民风日益浓郁。

东海镇主题教育走进武东村
本报讯 7 月 28 日，东海镇“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教育宣讲活
动走进武东村。村党总支书记何赛辉从按
照相关政策，我们要做什么；惠民实效，我
们已做了什么；持续发力，我们以后做什
么三个方面进行了宣讲。南通市劳模、金
鑫家庭农场主朱云飞介绍了自己的奋斗
经历。
（钱爱仁 施陆炜 施旖旎）

市效能办召开机关作风
效能建设暗访志愿者座谈会

聚焦作风效能
突出明查暗访
本报讯 7 月 30 日，市效能办召开机关效能建
设暗访志愿者工作座谈会。
与会人员观看了作风建设专题片《正风肃纪
进行时》，会议点评了 2019 年以来暗访志愿者工
作开展情况，宣读了年度优秀暗访志愿者表彰决
定，宣布了新一届暗访志愿者招录决定，暗访志愿
者进行了交流发言。
一年来，暗访志愿者侧重各服务窗口、办事
机构的工作状态，先后开展各类明查暗访活动 80
多次，发现作风方面的存在问题 13 个。在创新奖
评选工作中，精心挑选部分人员，做好项目评
估、信息核实、实地核查、参与评分、结果统计
等工作，为项目评审提供相关依据。同时，配合
市重点中心工作开展现场督查，确保重点中心工
作高质量实施。
会议要求暗访志愿者时刻将暗访志愿工作与
日常工作、生活、学习等紧密结合起来，发挥经验
丰富的优势，善于发现和查找机关作风方面的存
在问题，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文字、图片、视频等
资料。同时，严格约束自己，注意自身言行，树立暗
访志愿者的良好形象。
（通讯员 谢福林 印佳茹）

北新镇拆除道路两侧违
建 17 宗 685 平方米

南阳镇应征青年接受体检

遏制乱搭乱建
保障交通安全

本报讯 7 月 25 日，南阳镇 419 名应
征青年在市征兵体检站参加镇体检。体检
项目包括外科、内科、眼科、耳鼻喉科、口
腔科等，80 人身体条件基本合格。镇体检
完成后，
将进入市体检阶段。 （陈天灵）

启隆镇拆除 7 宗违法建设
本报讯 近一个月来，启隆镇综合行
政执法局继续保持高压态势打好控违攻坚
战，
共拆除违法建设 7 宗，
拆除面积 1436 平
方米，其中存量违建 6 宗，面积 1430 平方
米，
新增违建 1 宗，
面积 6 平方米。（陈玲）

汇东新村宣传远离非法集资
本报讯 近日，汇东新村社区开展以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为主题的
宣传活动。网格员发出宣传资料 180 多
份，让社区居民深入了解非法集资的常见
手段、犯罪手法及相关法律处罚，增强居
民对非法集资的风险防范意识。（成宏）

世纪家园加强控违网格巡查
本报讯 近日，世纪家园社区组织网
格员开展控违巡查，
做细控违拆违工作。
巡查中，发现有一户五楼居民准备搭
建阳光房，网格员立即与户主取得联系，
告知违建的危害性，发放宣传资料。该户
主表示将停止阳光房搭建施工，并将已搭
建的部分拆除。
（陈松英 顾延玮）

遗失启事
启东 市 南 阳 镇 启兴村残疾人之家
遗失启东市南阳镇启兴村残疾人之家营
业 执 照 一 份（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20681MJ6993380Y），
现声明作废。

补网
迎开渔

7 月 30 日，吕四茅家港港口，渔民抓紧时间修补渔网、整理渔具，为即将到来的开捕做好
充足的准备。根据国家相关规定，8 月 1 日起，黄海和东海部分海域，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
和灯光围（敷）网将率先结束为期 3 个月的伏季休渔。
融媒体记者 叶娟摄

本报讯 近日，北新镇综合执法局前往永济
村 6 组陆某和陶某、普东村 1 组曹某家中，强制
拆除 3 家违章搭建的砖瓦房，其砖瓦房妨碍了交
通视线。
为遏制道路两侧乱搭乱建，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去年以来，北新镇综合执法局加大违章建筑排
摸、拆除力度。据统计，共排摸并拆除在中心路
两侧影响交通路线、妨碍机动车和行人出行安
全，以及影响周边生产生活的违章建筑 17 宗，总
计面积 685 平方米。
（通讯员 蔡玲玲）

让村史馆留住乡村文化记忆
从 2018 年起，我市在现有 14 个镇（区）、
261 个村全面启动镇村史馆建设工作。目前，
已建成村史馆 226 个。村史馆以展示旧时生
产生活影像记忆、村落发展历史、村里历代
名人乡贤等为主要内容，用大量的图片和物
品，见证了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成为后人了
解村史、寻根溯源的重要窗口。
（7 月 29 日
《启东日报》
）
我市不少村落有着厚重的文化历史和
底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建设好村史
馆，保护和传承好这独具特色的传统村落文
化记忆，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
经济、社会价值。通过传统村落先民传承下
来的生产生活影像记忆、村落发展历史、村
里历代名人乡贤等，让后人记住传统村落社
会经济生活发展的点点滴滴，这不仅传承了
老祖宗世世代代的历史文化积淀，也让我们
的精神家园得以丰富。村史馆是承继传统文

化、留住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是难以用金
钱来衡量的重要财富。当文化在城市根深叶
茂、丰富多样时，我们要更多地关注文化在
乡村渐失的问题，我市挖掘、传承村落传统
文化资源，让村史馆留住乡愁文化记忆的做
法值得推广。
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荣
和梦想。留住传统村落的文化记忆，无疑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我市有不少老文化人
走村串巷，长期奔波在乡村之间，用自己的
行动和手中的笔，为乡村呐喊摇旗，树碑立
传。他们通过不断寻访、挖掘，掌握第一手材
料，编制保护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具体保护
方案，排定保护项目计划，配套地方建设资
金，并结合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
设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扎实有序
推进村史馆落地实施。他们从事的这项工作
凝聚着强烈的使命感，不仅为传统村落的保

护利用提供依据，而且顺应潮流，为传承文
化记忆，推动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
用。
事实上，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保
护，需要听众和观众，需要参与者，更需
要书写者。如何留住基层文化人，建起乡
土人才“蓄水池”，传承渐渐遗失的传统村
落文化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精神文化生活品质，成为一个亟
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实践表明，只有充分
调动各方面的文化人才特别是本土文化人
才的积极性，通过传承传统文化，使人尽
其才、才尽其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基
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活力。这需要突出
宣传党史、文旅部门的主导力量，把有意
愿、能胜任的乡土人才组织起来，立足本
地实际，搭建乡土文化人才与基层群众供
需对接平台，架起乡土文化人才成长的

国泰民安须思危
富国强兵防未然

“高速路”，要不断补充文化人才新鲜血
液，为更多优秀传统村落文化书写者的脱
颖而出打造全新的平台。同时还要有针对
性地组织文化书写者开展座谈联谊、走访慰
问、摸底考察、表彰奖励等活动，激发乡土书
写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要贴近百姓生活，
以孝老爱亲、民俗文化、邻里生活、当地名人
等百姓关注的题材为切入点展开创作，通过
多种形式使得美好的乡音、乡情、旧事、
民俗、历史风云和变迁得以展现，使村史
馆的作品更加聚人气、接地气。
李亦珠 张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