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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纵 深

移风易俗引领风尚，文明新风润泽城乡

本报讯（通讯员孙亚雯 融媒体记者
吴青青）日前，市城管局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来到华夏胶片电影博物馆，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参观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们通过“胶片
记忆”等特色馆藏，重温了新中国成立
与改革开放前后的峥嵘岁月，感受了老
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与坚定信
念，老一辈人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感染
了在场所有人。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市城管局按照上级关于开
展第二批主题教育的统一部署，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为
重点，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划阶
段、不分环节、一体推进。下一步，市
城管局将持续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有机融合、
贯穿始终；把主题教育同当前各项工作
有机结合，坚持抓、具体抓、深入抓，
确保主题教育真正取得实效。

市城管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时
▶▶▶

公厕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其数量
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的文明程
度。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进主城区公
厕新建改建工作，补齐软硬件设施短
板，让市民真正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
红利。

在我市内外城河风光带沿线上，
坐落着我市第一座“智慧绿色生态环
保”公厕——文昌阁公厕。文昌阁公
厕在设计上突出了人性化、现代化的
特点，配备了无障碍设施、儿童坐便
器、母婴操作台，更有全国首家公厕
无人超市，24小时提供便民服务；同
时采用了国内领先的微生物技术与高
效机械处理设备相结合的处理系统技
术，无需修建化粪池、无需连接城市
管网，而是就地降解排泄物，这为我
市推进公厕革命树立了标杆。

其实，在公厕革命开展过程中，
除了提升硬件，还需要提升服务水
平。我市深谙此道，通过市场化运
作，引进专业保洁企业，公厕保洁、
管养维护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并在全
国文明城市、人居环境奖系列创建中
得到了检验。

“小厕所”展示着“大民生”，如
火如荼的厕所革命承载着人民群众对
于环境和健康的美好期待，把群众身
边的“小事”办好，才能写好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的大文章。我们相信，在
强有力措施的推进下，我市公厕的硬
件会越来越好，服务水平会越来越
高，真正为如皋市民提供一个舒适、
如意的如厕环境。

小厕所 大民生
陆静超 吴青青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张颖 通讯员潘
淏源）日前，九华镇举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动员全镇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恪守初心本色、
勇担时代使命，全力推动主题教育各项任
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
实市委主题教育动员会议部署，切实增强
开展主题教育的政治自觉。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履行政治责任，把主题教育重
大政治任务落到实处。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切实抓紧抓好，把学和做结合起
来、查和改贯通起来，以学习教育为根
本、调查研究为途径、检视问题为关键、
整改落实为目的，贯穿始终、有机融合、
统筹推进，以学促研、以研促查、以查促
改，扎实推动落实主题教育各项工作，确
保主题教育在有限时间内取得最大成效，
真正把主题教育激发出的工作热情，转化
为九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

九华镇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顾忠兵 通讯员孙秦
燕）日前，市城市照明处全面加强城区路灯设
施的检修维护工作，确保城市的“眼睛”都能
亮起来，让市民们出行更顺畅。

在确保主次干道路灯照明正常运转的基础
上，市城市照明处加大对背街小巷、小游园、
广场等场所路灯照明的管养、检查，共修复灯
具88套，确保灯效达到预期，设施稳定运行。
该处重点对城区路灯专用变压器、控制箱进行
可靠检查，截至目前共排查出15处隐患，做到
即查即修，及时解决设施故障及隐患，力保设
施稳定。在做好路灯正常巡查的前提下，该处
成立2个应急抢修小分队，严格执行24小时值
班制度。值班人员严格遵守值班纪律，履行值
班责任，加强请示报告，随时保持通信畅通，
同时持续协调好各类反馈信息，确保做到突发
情况处置得力。

市城市照明处检修路灯
确保市民出行顺畅

近日，经济技术开发区何庄小学开展“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学校家长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
活动中，家长们观看了称菜、验菜、粗加工等一系列过程。食堂工作人员紧张而有序的操作及

各个环节的合理规范让家长们放心。
近年来，何庄小学积极打造“文化味”“良心味”“妈妈味”三味食堂，被评为南通市A级食

堂、如皋市餐饮服务诚信经营单位，为老师潜心工作、学生开心学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融媒体记者邱宇 通讯员沈小平

本报讯 （通讯员席晓星 融媒体记者李
军） 近日，为进一步强化全系统信访接访工
作，提升全局人员信访处置的业务水平，市市
场监管局邀请了相关专家为全系统进行了《也
谈信访接访工作》专题讲座。

讲座从信访工作、接访工作、接访者三个
方面对信访接访工作做了全面诠释和专业辅
导，深入分析了当前信访工作的基本形势，结
合自身办理重点疑难信访的工作实践，详细讲
解了接访前、接访中、接访后的工作程序、处
理方法，并就接访者的政治素养、工作责任
心、能力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

大家表示，这次专题培训对基层一线的信
访接访工作实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今后将主动适应信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在完善机制上做文章，在强化措施上抓落
实，在源头治理上下工夫，精心防控、悉心办
访，全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妥善办理信访、
投诉举报事项，为树立市监部门的良好形象贡
献自己的力量。

市市场监管局举办
信访接访工作专题讲座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0月
1日清晨，经济技术开发区袁桥社区的一个
农家院里，伴随着雄壮的 《义勇军进行
曲》，一双饱经枪林弹雨的手慢慢升起了鲜
艳的五星红旗。一根简易的旗杆，一面鲜艳
的国旗，一首手机播放的国歌，这便是90岁
老兵王瑞庭“一个人的升旗仪式”。

从2012年以来，老人每天都按时在家
门口升旗，并以一个标准的军礼，献给他深
爱的祖国。王瑞庭老人是一位战斗英雄，参
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打响了几十
次大小战斗，一路跟随部队冒着枪林弹雨行
军打仗、出生入死。

1938年，日本侵略者入侵如皋，肆意开展
“扫荡”“清乡”等暴行。王瑞庭老人回忆说，
他的童年就是在日军的铁蹄下度过的。1945

年，年仅15岁的王瑞庭，毅然加入新四军如皋
独立团，参加抗日战争，跟随独立团打游击、
反“清乡”，破坏日军的防线和工事。

“那时候我还在上学，拿枪都拿不动，每
个人配了两个手榴弹，每次打仗，都是共产党
员冲锋在前，我的很多战友都在战争中牺牲
了。”提起那段岁月，王瑞庭显得很淡然，但语
气中仍不时透露出一种保卫家园的自豪感。

日本投降后，王瑞庭又参加了解放战
争，成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31旅91团
的战士，并担任文化教员。解放后，他回到
家乡，在社区一个苗圃从事养花护苗工作，
因工作出色，多次身戴大红花立功受奖。作
为一名革命老兵，王瑞庭深知和平年代的来
之不易。在艰苦岁月中，他和妻子一直靠津
贴补助维持生活；如今，老人每月都能享受

复员老军人的生活补贴，孩子也很孝顺，日
子过得简单而幸福。

2012年国庆节，在乡下安享晚年的王瑞
庭，自制了一根旗杆，买来国旗，在自家小
院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升旗仪式。从此，五
星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在这个普通的农家小
院。为把升国旗的步骤、动作做得规范、到
位，王瑞庭跟着电视学，并把动作默默记在
心里，一丝不苟地照着做。老人说，他想用
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祖国、对党和人民的感恩
之情。“现在的好生活，是战友们用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我坚持升国旗就是要让子孙后
代永远爱党、爱国。”

采访中，王瑞庭还特意把他的“宝贝”
翻找出来让记者看。“新四军成立80周年纪
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

章”“优秀士兵勋章”，这些勋章和纪念章的
背后，是一个革命军人一辈子的荣光。为了
继承革命传统，王瑞庭还将唯一的外孙也送
到了部队锻炼。用老人的话说就是：“想让
孩子到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锻炼，成长为真
正的男子汉，去为祖国做点事。”今年国庆
期间，王瑞庭每天都在看有关大阅兵的新
闻，他心里也多了一个小愿望：“希望新中
国成立80周年的时候，我还在升旗。”农院
里的一面国旗，成为飘扬在乡村最美的一抹
红色，也是老人心中不变的信仰。

□融媒体记者陈嘉仪

90岁老兵退伍不褪色：

一个人的升旗仪式

▶▶▶

“三味”食堂家长开放日受欢迎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通讯员王
慧）日前，位于石庄镇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
石庄镇历史文化展馆正式开馆。副市长张亚鸾
出席开馆仪式。

石庄是江海平原县制最早的三大古镇之
一，从东晋义熙七年(411年)置临江县至今，已
有1600余年历史。石庄镇历史文化展馆以文化
为主轴，分序厅、江海古镇潮涌千年、竹岭毓
秀人才辈出、濡染皋风文墨馨香、聆听古韵品
味石庄五个部分，致力打造成一个着力当下、
立足当地的区域综合展示馆。

开馆仪式上，张亚鸾希望石庄镇以本次历
史文化展示馆开馆为契机，不断挖掘和丰富石
庄历史文化内涵，在全面生动展现石庄历史文
化的同时，充分利用展示馆多样化的功能，打
造成红色教育基地、学生社会活动新课堂等，
让其成为弘扬石庄文化、展示石庄形象的重要
窗口和载体，为弘扬江海精神、繁荣江海文
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
希望石庄镇切实强化规划引领作用，统筹做好
千年古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及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性开发建设规划，充分放大“文蕴深
厚、英才辈出”的人文优势，让北大街成为与
如皋东大街、白蒲老街齐名的江海文化品牌。

石庄镇历史文化
展示馆开馆

【上接A1版】此外，随着新型城镇化
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市在逐
步完善改造原有3100余公里农村公路的基
础上，新建了500公里标准化农村公路，
进一步加强了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农村
公路、枢纽节点之间的衔接，打通了公路

“断点”，形成了更加高效畅通的农村公路
交通网络。随着我市交通区位优势的进一
步凸显，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移到我市
进行发展，而乡村旅游的新潮流也悄然成
型。

农村公路不仅是交通出行的载体，更是
一张乡村形象的名片。在四好农村路的建设
过程中，交通运输局将自然生态、风土人情、
乡村特色、传统文化等要素融入其中，使农路
与周边的乡村风貌、田园风光、农业园区充分
融合，打造出一条又一条的风情新农路，“吹
动”起一阵又一阵的乡村旅游新风尚。投资
商们纷至沓来，生态湿地、生态园林、观光荷

塘、长寿农庄等一系列乡村游景点应运而生，
曾经偏僻的小乡村，如今变成了车水马龙的
旅游胜地，一些头脑灵活的村民们也顺势而
为，发展起农家乐、生态垂钓、水果采摘等旅
游项目，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一条条“四好农
村路”不仅让老百姓们走得顺畅，走出便利，
更走向小康。

阡陌畅通阡陌畅通
黄发垂髫怡然自乐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走进平园池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
条笔直整齐的宽敞道路，而就在一年前，
这里还只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四好
农村路的建设让整个平园池村都换上了新
的面貌。

正值傍晚时分，在道路两侧的人行道
上，不少村民正三两一群地悠闲行走着。
作为美丽乡村平园池村的一条优美示范

路，“青莲雅韵路”已经成为了村民们茶余
饭后休闲散步的一道“重要阵营”。

“这条路做好了以后，机动车让行或者
拐弯也方便了，下雨天裤腿也不湿了，鞋
子上也不会沾泥了。早晚都有好多人出来
散步，还有常年在外面打工的人回来以后
还特地到这儿来散散步，所有人都说这条
路做得好。”平园池村村民刘炜裕笑着说
道。平园池村的这条小小道路作为我市四
好农村路建设的一个缩影，背后反映的不
仅是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更折射出民生
幸福这一时代主题。

公路通，百业兴。农村公路虽是“小
工程”，却处处体现着“大民生”。如今，
驱车行驶在如皋的农村公路上，一条条道
路宽阔平坦，一辆辆汽车行驶如梭，一张
美丽乡村的蓝图已隐然可见……

□融媒体记者张颖
通 讯 员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