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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袁让小区更美
了袁交通更顺畅了袁办事更方便了袁我们心
里很敞亮遥 冶近期老百姓议论最多的话题就
是野创文冶工作遥

野全国文明城市冶被认为是一座城市的
最高荣誉袁也是城市竞争中最有价值的野金
字招牌冶遥 我县走好文明创建野一盘棋冶袁在
注重发挥行政力量推动作用的同时袁 激发
全民参与热情尧畅通群众参与渠道袁让广大
百姓成为倡导文明素养的野主人翁冶和创建
文明城市的野主力军冶袁以文明的力量激励
群众尧凝聚人心尧汇聚民力遥

城市变美了袁市民生活舒服了
野当初袁志愿者们来我们社区袁我们还

以为是做做样子袁 后来发现小区里堆放很
长时间的垃圾被清走了袁 当时我们就从心
底里点赞遥 后来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袁好
样的遥 冶县城城东社区王先生告诉记者袁党

员志愿者进社区尧进楼栋尧进家庭袁对社区
的卫生死角尧生活垃圾尧耶牛皮癣爷小广告清
理整治袁让老百姓觉得特别暖心尧贴心遥 冶

垃圾乱堆乱放不见了袁 坑洼路面填平
了袁黑巷子消失了噎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袁
百姓从中感受最多的袁 是与自己的生活环
境息息相关的东西遥

许多市民还惊喜地发现袁 越来越多色
彩艳丽尧图画精美的公益广告亮相街头袁不
少曾经斑驳灰暗的工地围墙或老旧的小区
围墙袁已被一面面新增设的主题宣传墙尧宣
传街区所代替遥 为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袁
县环卫部门将保洁工作精细化袁分成道路尧
河道尧公厕等多个保洁小组袁哪怕是一个烟
蒂尧一块口香糖尧一块油污都不放过袁都打
扫得干干净净遥

新城区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袁 一条条
景观大道宽敞亮丽曰 老城区路面街道整洁
干净袁沿街的变电箱被装饰得精美别致袁原
本脏乱差的农贸市场形象一去不复返噎噎
面对这座城市的华丽蜕变袁 大家有着说不
出的自豪遥

文明提升了袁市民素质提高了
野大街上主干道翻护栏的很多袁看着就

怕袁既然有护栏就应该遵守交通规则袁现在
宣传多了袁老百姓素质也提升了遥 冶退休教
师路老师告诉记者袁野随着我县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的深入开展袁 居民的自觉性逐渐提
高袁 虽然跨过路中间的护栏就能减少过马
路的时间袁 但现在都绕到斑马线处过马
路遥 冶

城市交通是展现城市文明的窗口袁它
是一座城市管理水平的体现遥 近几个月袁大
家在付出努力的同时也发现院 交通环境大
变样袁出行更加便捷袁随着城市文明程度的
提高袁大家的生活也更舒适遥

日前袁 记者来到解放路与黄海路交通
岗袁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袁几乎没有出现
闯红灯行为遥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人介
绍袁 自我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
来袁他们进一步优化了勤务模式袁将管辖区
域划分为网格状的单元进行管理袁 做到交
通管理工作全覆盖遥 全县各中小学把交通
安全法规教育列为重点内容袁 把交通安全
教育拓展到各班级袁 通过开展 野小手牵大
手冶等活动袁让孩子们从小树立起文明行车
走路的意识袁 进而带动整个家庭加入到创
文的行列里来遥

办事顺畅了袁百姓心里敞亮了
野大叔袁您好浴请问需要办理什么钥 冶野别

着急袁请坐下来慢慢填写遥 冶记者来到县政
务服务中心袁 这里随处可见工作人员热情
接待办事群众袁 整齐的服装加上规范的用
语也让前来办事的群众多了一份亲近感袁
确实能感受到工作人员的热情和礼貌袁让
人如沐春风遥

野通过自助办理袁我的营业执照很快就
拿到手了袁快捷高效! 冶临海镇居民刘先生告
诉记者遥 为了让市民办事更方便快捷袁县行
政审批局面向办事群众推出 野办理地点不
受限制尧事项申请不分窗口尧材料流程一应
简化袁执照许可一体指导冶四项承诺袁通过
帮办代办以及不见面审批袁 当好服务企业
的野店小二冶袁让群众少跑路遥

随着创文的不断深入袁 存好心尧 做好
事尧 当好人蔚然成风遥 在公共场合遵守秩
序袁排队上公交袁等号办业务袁尊老爱幼袁和
睦邻里袁相交友善袁热爱生活噎噎一张张灿
烂的笑脸袁无不洋溢着幸福生活的喜悦袁只
有在参与中袁感受文明袁争创文明袁我们才
能真正享受文明袁 才能让文明之花精彩绽
放在鹤乡这片热土上遥

文明花开遍地香
要要要 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 李文华

本报讯渊通讯员 成麟祥冤为弘扬家庭美德尧树立良好家
规袁充分发挥家庭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基础作用袁年初以来袁
盘湾镇积极倡导文明家风袁使文明家风吹遍千万家遥

该镇把倡导文明家风与文明村镇村创建尧 道德讲堂活动
开展等工作结合起来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遥借助群众自
治管理组织红白理事为平台袁借其发挥作用袁选举有声望有代
表性的村民参与其中遥 通过红白理事会定规矩袁对彩礼尧婚宴
规模尧礼金等进行量化袁有章可循袁一视同仁遥

为使野文明家风冶进入千家万户袁要求各村渊社区冤进行全
方位尧多角度尧立体式的宣传报道袁设立宣传栏袁以图片展示尧
手机短信尧微信等载体进行传播和推广袁及时宣传活动过程中
的热点尧亮点及涌现出的感人故事袁使广大群众学有榜样袁赶
有目标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上新台阶遥

截至目前袁该镇文明家风活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袁文明
家风吹遍了千家万户遥

盘湾镇

文明家风吹万家

本报讯渊记者 杨向东 通讯员 郭馨蔚冤合德镇紧紧围
绕野双城同创冶目标袁主动担当袁全民动员袁大力度推进袁高标准
整改袁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创建任务遥

以临战的姿态造浓创建氛围遥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袁迅速
掀起人人参与尧个个出力的创建热潮遥 充分利用微信群尧公众
号尧社区公示栏尧电子显示屏尧流动宣传车等载体袁广泛宣传创
建意义袁使文明创建家喻户晓尧老少皆知遥 依托全镇 157个专
属网格尧435个综合网格袁全面排查氛围营造尧基础设施尧环境
卫生尧秩序管理尧黑臭水体等方面的问题与不足袁列出清单袁落
实责任袁限期整改袁逐一销号遥

以昂扬的势态抓牢创建重点遥对照创建要求袁进一步加大
投入袁制订创建方案袁逐一细化落实遥把整治 5个老旧小区尧30
条黑臭水体尧400条后街背巷等作为重点袁组织力量袁攻坚克
难袁坚决不留一处死角遥 组织开展野两户一家冶评选活动袁挖掘
群众身边的野凡人冶善举袁发挥野好人冶的引领作用袁努力提升居
民文明素养遥

以饱满的状态健全创建机制遥落实野一把手冶负总责尧分管
领导负全责的包抓创建工作机制袁坚决做到任务尧责任尧人员尧
进度尧时限野五落实冶遥加强与县职能部门的沟通对接袁形成县尧
镇尧 村三级联动机制袁 协调解决创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遥把创建工作列入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袁实行严格的督查
通报和责任追究袁以督查促整改袁以整改促提升袁对推诿扯皮尧
工作不力尧影响创建进展的严格追究责任遥

合德镇

再掀“双城同创”热潮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春辉 陈洪飞冤年初以来袁临海镇以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为目标袁以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为根本袁
以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为抓手袁大力弘扬文明风尚袁着力塑造
野百姓善美冶的形象遥

集中力量提升野官宣冶水平遥该镇成立由镇优秀企业家尧优
秀工作者尧优秀离退休教师尧新乡贤等组成的讲师团遥 讲师以
自身专业知识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内涵袁采用群众听得懂尧易
接受尧感兴趣的内容和方式弘扬文明风尚袁做到以文化人尧乘
风化俗遥

有效建立野点派单冶机制遥该镇结合自身实际袁根据群众需
求袁制定送讲上门计划袁各实践站尧实践基地尧实践点提前发送
野点单冶回执袁由实践所汇总后统一野派单冶袁精准对接不同群体
需求袁差异化推进文明新实践遥

部门联动完善野四进冶标准遥 由镇宣传办尧社区教育中心尧
中小学分别牵头袁 各实践站具体落实袁 将宣讲活动带进村社
区尧企业尧学校和网络遥走进村社区尧企业和学校以每季度不少
于 1次的要求开展袁 有效提高村居民和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
建设袁 力促广大群众文明素质的提高以及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袁进一步将文明新风吹向该镇的每个角落遥

临海镇

纵深推进文明实践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冤日前袁射阳义工群的志愿者在县
城步行街共同举办了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尧送服务进小区冶活
动袁免费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及法律咨询尧测血压血糖尧维修
家电尧理发尧磨刀等袁送给广大市民无尽的温暖遥

活动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市民遥 野出门正好看到这个志愿
服务点袁就来测个血糖袁非常方便遥冶市民张先生说遥记者看到袁
现场还有不少市民在排队咨询健康尧法律等问题袁还有的市民
一早就将家中的刀带到磨刀点来遥 最忙的要属杨师傅的理发
服务了袁他是一名有着 20多年服务经验的志愿者袁志愿服务
的足迹遍布全县各镇区袁被他服务过的人无不称赞遥 野他剪得
好啊袁又快又熟练袁他们简直就是耶活雷锋爷遥 冶刚刚剪完头发的
王女士高兴地说遥

百盛花园 5号楼业主周先生说自己家的洗衣机和燃气灶
出现了问题袁志愿者刘先生二话不说拿起工具就到了他家袁不
一会儿就解决了问题遥

本次志愿服务活动共有 12位志愿者参加袁其中不少都是
有着几十年服务经历的老志愿者遥 野我们自己忙一点尧累一点
没什么袁主要是想作点贡献袁多多帮助他人袁志愿服务让我们
感到生活很充实遥 冶志愿者服务站负责人高兴地说遥

义工服务暖人心

野我们社区
志愿服务的特色
就是关爱自然尧
关爱他人尧 关爱
社会袁 目的是通

过我们的志愿服务袁带动更多的人来投入到志愿活
动中来袁号召更多的人为文明城市创建增光添彩遥 冶
射阳经济开发区张网社区志愿者王先生告诉记者遥

5月 29日袁在该社区袁工作人员正在动员居民袁
清除社区范围内小区道路两侧的蔬菜袁 补栽绿化遥
一番耐心劝导后袁居民们积极响应袁纷纷开始做好
绿化尧亮化尧环境整治等工作遥 城市社区不仅是广大
市民居住生活的地方袁还是城市文明的基础遥 自我
县创建文明城市以来袁 张网社区加强创建领导袁完
善基础设施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袁引导提升居民文
明素质遥 在县初级中学校区门口袁五名志愿者正在
开展志愿服务袁为过路行人尧接送家长尧学生等提供
饮用水尧雨伞尧免费报刊等服务袁践行志愿者服务的
宗旨遥

该社区还以志愿服务为抓手袁成立野文明风尚
劝导队冶袁开展野共创文明城袁大家齐动手冶野读书伴
我行冶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遥 同时袁在辖区范围内醒
目位置新增公益宣传牌 40多块遥

野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袁举办道德讲堂尧关
爱未成年人尧志愿服务尧家风家训等活动袁努力提高
社区居民思想道德素养袁让我们社区里更多的居民
了解创建尧参与创建袁为文明城市创建尽一份力尧出
一份劲遥 冶该社区负责人介绍道遥

据统计袁 近期该社区志愿服务共清运垃圾 103
多车袁清理杂物 28多吨袁全力打造宜居社区遥

干群“创文”热情高
本报记者 李文华

随着我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深入推进，各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从百姓日常生活小事着眼，广泛
开展了送戏下乡、文明宣讲、志愿服
务等百姓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
动。这些活动抓住了精神文明创建
的关键主体，能够促进更多人的参
与文明实践活动，有利于推动文明
风气的培育与养成。

文明实践活动不仅是要持续改
善城市面貌、推动乡村振兴、优化生
活环境，更是要提升每个人的思想
道德认识和行为水平。每个人都是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从小事
做起、让文明入脑入心，是提升文明
境界的重要基础。驾驶、停车、乘梯、
爱护公物、讲究卫生等等，这些都是
人们日常生活的细小之处，每个人
都会遇到，但真正留心自己行为是
否文明的还不够多，有的人会认为
这些不过是小事，并不能上升到文
明的高度，对自己的行为不注重、不
反思，如果人人都抱有这种随意的
态度，那么不文明现象就会随处可
见，社会的文明进步就无从谈起。

鲁迅曾说过：“中国欲行事于天下，其首在立
人，人立而凡是举。”立人是文明进步的第一步，这
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唤起每
个人内心里对文明的认知与尊重，促进每个人形成
“讲文明、树新风”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身边
的小事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让践行文明成为社
会风气。当越来越多人能够做到“守规矩、讲公德、
爱家园”，文明的接力棒就会传到更多人的手中，文
明风气就能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营造一个秩序井然、文明有礼、徜徉美德的社
会环境，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倍感舒适，
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初衷和目标。通过有效的引导
和激励，让人们都能够把文明融入身边的每一件小
事，告别陋习，提升修养，社会就会越来越进步，人
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就会越来越融洽。当每个
人都能够自觉的做文明的践行者、倡导者和传播
者，文明的大树就会枝繁叶茂、绿树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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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新时代的农村青年袁要响应党的号召袁敢闯敢为袁努
力干出新业绩浴 同时更要加强品德修养袁 为社会多作贡
献浴冶日前袁获得第五届野射阳青年五四奖章冶的长荡镇六合
村青年农民谷远松豪迈地说遥 28岁的他袁非常优秀院进入
社会创业有成袁先后获得野最美长荡人冶野盐城好人冶等荣
誉遥

父病当孝子袁吃苦自创业
7年前袁谷远松的父亲患胶质瘤在上海做头颅开颅手

术袁手术做了 8个多小时袁此时的他袁还是一位刚出校门不
久的农村青年遥在父亲手术住院期间袁由于病房紧张袁他就
住到病房外的走廊里遥
去年的一天深夜 11点多钟袁他刚休息袁突然他接到妈

妈的电话袁说他的父亲突发高烧袁他连夜从盐城的家开车
赶到老家袁将父亲送到医院救治遥 谷远松的父亲在住院期
间袁他端茶送饭忙前忙后袁他父亲的病友们瞧见后袁都夸老
谷养了个孝顺儿子遥
现在已是两个女儿父亲的谷远松袁不但在该镇胜利桥

村拥有自己化肥批发仓库袁而且还在亭湖区新兴镇新界村
种植了 400亩苗圃袁同时经营两台挖掘机袁并在盐城城南
新区买了商品房遥

谷远松的父亲还经营着野拥军农资店冶袁售卖种子尧农
药尧化肥之类的商品遥 每年农忙时节,一家人都忙得厉害遥
看着父母渐渐佝偻的背袁他一完成学业就回到家乡尧主动
承担起门店经营的责任遥他一边跟着父亲学习农业生产知
识袁在网上学习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曰一边又帮着外出跑
客户尧送货物遥
本来是个农业生产种植野门外汉冶的他袁流转了 400亩

田地来种植经济作物袁变成地地道道的野新型冶职业农民遥

情系乡里袁乐为村民服务
2015年春天小麦灌浆时节袁 同村王老伯家不知从何

处买了比谷远松家价格更便宜的农药袁施过药后小麦却生
了病遥 王老伯只得找到拥军农资店寻求帮助袁谷远松知晓
情况后立即来到王老伯家的地里查看麦情袁准确地给王老
伯开了野药方冶袁并给王老伯的费用打了折遥

谷远松入党后袁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院村党支部组
织的学习活动袁他都积极参加袁平时也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尧
了解党中央的农业改革政策曰在村两委改选尧村财务民主
监督等方面袁他都积极参与遥
在去年全县开展的野大走访冶活动中袁他抢抓经营空隙

时间袁走访了 30多户村民袁了解其家中生产生活状况袁并
为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遥 本村仇克刚尧胡佐成是低收入
农户袁自谷远松与他们结对后袁他经常去他们家中了解其
生产生活状况袁并赊欠化肥给他们种植水稻袁还抽空与志
愿者一起到他们两家做农活遥

救人不留名袁干群夸他好青年
2017年端午节前后袁很多市民到射阳县扳罾尧品尝河

鲜袁市民袁万成在利民河渊盘湾镇段冤捕龙虾时下河游泳遭
遇了险情遥 袁万成在游泳时因小腿抽筋溺水袁他的两位同
伴尝试着去救他袁却被受到惊吓的他摁下水去遥 岸上袁万
成的妻子受到惊吓袁在河岸边大喊院野救命浴 救命浴 冶
驱车送货的谷远松刚好经过袁听到有人求救后赶忙跑

过去跳下水里袁往袁万成那里游去遥 40多米宽尧近 6米深
的利民河袁在水性好的谷远松那里也不算什么袁但是要拖
着一个溺水的成年男子还是十分吃力袁他一只手拽着袁万
成的胳膊袁另一只手拼命地往岸上游去遥终于回到岸上袁谷
远松自己已是筋疲力尽袁但是他还是一刻不停地帮助溺水
者催吐袁而后又将他送到岸上的农户家休息遥 不等袁万成
妻子道谢袁谷远松就穿着一身潮湿的衣服离开那里遥

青年谷远松袁有担当袁敢作为袁在当地干群中深受好
评遥 六合村党支部书记吴相瞵说院野谷远松为人正直袁性格
活泼袁头脑灵活袁能干事尧干成事袁是一名新时代优秀农村
青年浴 冶

创业尧当孝子尧助邻里尧见义勇为要要要

“90”后青年谷远松的平凡担当
本报通讯员 陆海英 崔启丽

日前袁射阳雷达部队部分官兵尧县城城北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志愿者们和县心语堂青少年心理发展服务中心负责
人袁前往射阳留守儿童之家开展野献爱心袁共成长袁关爱留守儿
童冶志愿服务活动遥志愿者们为孩子们捐赠了学习书籍及文具
用品袁并辅导儿童课外作业遥 图为图书捐赠现场遥

杨向东 张瑜 摄

连日来袁全县上下广泛动员尧人人参
与袁 迅速掀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热
潮袁有效提升了城市形象遥

彭岭 摄

图淤县医院工作人员帮助市民挂号
图于车站工作人员在帮助旅客搬运行李
图盂市民在商超内学习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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