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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1日至17日是第28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
周。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启动仪式，向广大市民宣传节水
节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引导大家自觉节水节能、科学节水
节能。节水节能，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为更好地树立节水
节能意识，养成节水节能习惯，建设绿色节能生态宜居新如
皋，我向广大市民朋友们发出倡议：

一是弘扬节水节能风尚，做绿色节能的宣传者。积极宣
传自觉节水节能、科学节水节能的理念，引导大家选用节水
节能器具材料和绿色节能住宅。以身作则，以我示范，影响
身边的人，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到节水节能行动中来。合力营
造节水节能光荣，浪费资源可耻的新风尚，让节约环保、绿
色节能的行为蔚然成风。

二是养成节水节能习惯，做绿色发展的参与者。节水节
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和要
求。让节水节能行为融入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点滴做
起，不让宝贵的资源从我们手上毫无意义地流失。反对浪费
资源行为，提倡高效利用，选择低碳生活，为城市绿色发展
作出每个公民应有的贡献。

三是开展节水节能行动，做宜居环境的建设者。建设生
态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在厂矿企业、机关校园、社
区家庭深入开展节水节能活动，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城市
内在品质，共同建设更加舒适、健康、环保的美化家园，为
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出一份力。

四是树立节水节能意识，做美好生活的守护者。我们现
在所拥有的资源是宝贵而有限的，不要等失去了才知道珍
惜，更不要让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眼泪的预言变成现
实。解决资源短缺问题，贯彻环保节能理念、倡导绿色低碳
生活是根本出路，保护每一个水源，守护每一片蓝天，爱护
每一块土地，用实际行动呵护我们的资源。

站在新的起点上，让我们携起手来，把节水节能理念深
植于心，让魅力如皋春色常在。把绿色发展理念付诸行动，
让雉水皋城永放异彩！

“中国水周”何时确定的?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后,水

利部即确定每年的7月1日至7日为“中国水
周”，而每年的3月22日为“世界水日”，考虑到
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的主旨和内容基本相同，
因此，从1994年开始，把“中国水周”的时间改
为每年的3月22日至28日，时间的重合，使宣
传活动更加突出“世界水日”的主题。

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的意义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旨在动员广大市

民共同关注水资源，营造全社会的节水氛围，
树立绿色文明意识、生态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

展意识。使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
用水习惯，科学用水，合理用水，促进生态环境
改善，人与水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碧水家园。

为了提高城市居民节水意识，从1992年开
始，每年5月15日所在的那一周为“全国城市
节约用水宣传周”。通过该活动，有助提高全社
会对节约用水工作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
义的认识；有助增加投入开发推广应用节水的
新工艺、新技术、新器具；有助提高城市用水
的综合利用水平。

如皋水资源现状
如皋地处北纬32°00’-32°30’、东经

120°20’-120°50’，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
区。由于距海较近，受海洋调节较明显，又介
于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之间，水汽充足，降水
充沛，年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是一个水
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水体承接污染物总量也在不断增加，据
统计，目前全市仅工业污染源化学需氧量年排
放总量就达到8000吨左右，如果再加上农业
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生活污染，排放总
量相当可观，已经对水体水质构成严重威胁，
影响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可供饮用的地表水资
源也日趋减少，水质型缺水比较严重。

【编者按】 5月11日至17日是第28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
传周，为深入宣传城市节水和绿色节能工作，普及城市节水和
绿色节能知识，提高节水、节能、节地、节材意识，促进社会
各界重视和公众参与，贯彻落实好“建设节水城市 推进绿色
发展”的主题，5月13日，我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场举行
2019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暨绿色节能住宅推进启动仪式。

副市长孙恒在启动仪式下致辞。市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
苏强主持活动；市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闾传东宣读节水节能

《倡议书》；绿色地产设计中心总经理丛琨介绍绿色建筑及节能
技术的运用。活动中，嘉宾共同点亮生命之树，启动全国节约
用水宣传周暨绿色节能住宅推进仪式，并举行节水节能签名活
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全体人员及下属单位负责人、金
鼎置业员工和热心的市民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在活动现场，“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暨绿色节能住宅推进”
志愿者们进行了节水节能问卷调查、节水节能技术展示、绿色
节能住宅推广、宣传手册发放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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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节水优先 建设美丽如皋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聚宝盆”，使用中挥霍浪费，不
知道自觉珍惜。其实，地球上水资源并不是用
之不尽的，尤其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并不丰
富，地区分布也不均匀，而且年内变化莫测，
年际差别很大，再加上污染严重，造成水资源
更加紧缺的状况，自来水其实来之不易。节水
要从爱惜水做起，牢固树立“节约水光荣 浪
费水可耻”的信念，才能时时处处注意节水。

用节水器具
家庭节水除了注意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以

外，采用节水器具很重要，也最有效。有的人
宁可放任自流，也不肯更换节水器具，其实，
这样下来是不划算的。节水器具种类繁多，有
节水型水箱、节水龙头、节水型马桶等。从原
理来说，有机械式(扳手、按钮的)和全自动
(电、磁感应和红外线遥控)两类。

查漏塞流

在家中“滴水成河”并非开玩笑。要经常
检查家中自来水管路。防微杜渐，不要忽视水
龙头和水管接头的漏水。发现漏水，要及时请
人或自己动手修理，堵塞流水。一时修不了的
漏水，干脆用总阀门暂时控制水流也好。

洗餐具节水
家里清洗炊具、餐具时,如果油污过重，

可以先用纸擦去油污，然后进行冲洗。

节水从我做起 树立惜水意识

城市节水生态情城市节水生态情 绿色节能我先行绿色节能我先行
我市举行我市举行20192019年全国节约用水宣传周暨绿色节能住宅推进启动仪式年全国节约用水宣传周暨绿色节能住宅推进启动仪式

副市长孙恒出席启动仪式副市长孙恒出席启动仪式

热心市民踊跃参加活动热心市民踊跃参加活动

嘉宾共同点亮生命之树嘉宾共同点亮生命之树

嘉宾在签名墙上签名嘉宾在签名墙上签名

市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闾传东市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闾传东宣读节水节能宣读节水节能《《倡议书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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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周伟 张琳
婕 融媒体记者吴环宇）近日，“如
皋市新华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
设启动仪式”在如皋书城二楼举
行。市文明办副主任陆兵、市新华
书店副总经理彭知俊为如皋市新华
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揭牌。

活动中，如皋书城经理周伟发
布新华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全年志
愿服务项目，新华书店志愿服务合
作伙伴如皋市爱行动实践中心志愿
者代表缪沈露、陆洁雅进行对“凤凰
姐姐讲故事”和“爱豆读书”两个活
动进行特色志愿服务项目推荐。

一直以来，如皋市新华书店立
足服务社会开展了一系列阅读方面
的志愿服务活动，在全市引起了热

烈反响。例如，凤凰姐姐讲故事由
教育专业志愿者老师带领3至10
岁的小朋友进行绘本阅读，每期结
合绘本主题开展手工、绘画等亲子
活动；校园人文行邀请知名作家走
进校园，与学生近距离接触交流，培
养学生系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
力；博雅讲坛定期邀请本市知名小
学老师为小朋友们提供丰富的阅读
资源，介绍读书方法，激发阅读兴
趣，帮助孩子养成自主阅读习惯。

当前，我市正积极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省级试点建设工作，
市新华书店勇担国企责任，大力支
持和积极开展阅读文化志愿服务项
目，为如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助力添彩。

近日，如城街道秀水社区开展了“扫
黑除恶”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者向居民们发放了
“扫黑除恶”宣传单，教育广大居民要树立
遵守法律、崇尚法律、依法维权等法制意
识。同时，在小区以及沿街张贴了针对此
次活动的画报和相对应的横幅，以达到时
刻提醒居民参与“扫黑除恶”活动，提高
居民的法律意识，让大家自觉与黑恶势力
斗争。“扫黑除恶”行动开展以来，秀水社
区整合资源，全面创新，宣讲活动取得了
明显效果。

□融媒体记者徐雅珺 通讯员蔡欣烨

丁堰镇茄儿园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宽敞明亮、窗明几净，但在车棚不起
眼的角落里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格外
让人注意。这辆自行车的主人是茄儿
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忠高。这辆破旧
的自行车伴随他走过37个年头，踏遍
大江南北，从计划经济年代走进改革
开放新时代。

他身材不高，但声音宏亮，眼角
处深深的皱纹是那岁月留下的痕迹。
年幼的吴忠高比同龄人多了一份不
幸，五岁时父亲因病早逝，六岁时母
亲改嫁，以后的人生路用他的一句话
概括：“我这一辈子最感恩的是党，是
村里的乡亲，没有党的关怀，没有乡

亲们的支助，我根本没法从幼儿园一
直读到高中，并走上扎根基层，永远
与三农鱼水情深的岗位”。

1979年高中毕业后，吴忠高在时
任丁堰派出所指导员张云秀的帮助
下，带着智障的弟弟来到茄儿园蔬菜
队劳动。1983年，经过四年的积攒，
他花了149元，买了那辆大家在社区
车棚里看到的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承载他的梦想与为民
情怀。在茄儿园蔬菜队，年轻的吴忠
高有使不完的劲儿，用这辆自行车每
天驮着二百多斤的蔬菜，南到南通，
北到盐城大丰，送到农贸市场销售。
蔬菜队本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直到现

在，经营状况一直保持良好，可以说
这辆自行车功不可没。

在茄儿园居委会，中年时期的吴
忠高任社区居委会主任，每天骑着这
辆自行车，走组入户，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基层工作。1996 年 7 月 1
日，一组村民吴志祥被拖拉机撞倒，
吴忠高正好路过现场，立即用这辆自
行车驮着吴志祥赶往医院，因抢救及
时，挽救了一条生命。

吴忠高任茄儿园社区党总支书记
时，管理着全村800多户，2280多人
口，他每天骑着这辆自行车，把村里
跑一遍，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做到
问心无愧。

现如今，吴忠高依然骑着这辆轮
胎已磨平、车身锈迹斑斑的自行车，
骑行在上下班途中；骑行在他工作
过、奋斗过、并多次获得省市嘉奖并
为之引以为豪的茄儿园社区的乡间小
路上；骑行在为民服务，永无止境的
道路上。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这辆破旧
的凤凰牌自行车，陪伴吴忠高走过了
人生的37个春华秋实，见证了一位共
产党员的俭朴修养，见证了一位普通
社区书记的清正廉洁，更见证了吴忠
高一身正气行天下的为民情怀。

□融媒体记者佘 俐
通 讯 员高亚军

本报讯（通讯员王巧云 记者
顾洪基）13日，南通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2016级学前教育专业三班42
名学生，在如城实验幼儿园开启为
期一周的保育实习。

42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分到
幼儿园各个班级，进入幼儿园的真
实教育情景，接触幼儿，了解幼儿，
培养热爱幼儿、热爱幼儿教育工作
的感情，加强对幼儿教育工作意义

的认识。
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他们逐

步了解幼儿园保育工作的内容、要
求和实施情况，增强教育理念，学习
掌握护理和组织幼儿日常生活的基
本技能。

本次实习，促进他们树立正确
的教育观念和科学的儿童教育观，
并尽快掌握幼儿园教学活动的常规
要求，更好地适应将来的育人工作。

破旧自行车 精彩人生路
——记茄儿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忠高

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启动仪式

如城实验幼儿园

育人新苗来园保育实习

““扫黑除恶扫黑除恶””宣传进社区宣传进社区

市新华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