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袁我县扎实推进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和全国卫生城市复审活动袁周
密组织尧全面动员袁认真落实创建标准袁
野双创冶工作有力有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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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笔者在盘湾镇南沃村采访时看到袁一幅幅写有
尊老爱幼尧邻里和睦尧保护环境尧爱护公物等字样的宣传
画醒目引人袁村民广场上乐于助人尧勤俭节约等宣传标语
更是随处可见遥 村里打牌的人少了尧骂架的现象不见了袁
村民们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袁 大家都说现在的日子过得
越来越有劲袁特别是形式多样尧内容精彩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袁让整个村庄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新风尚遥

近年来袁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我县以野两文冶进村尧野三创冶
兴家为载体袁尊重民俗尧抵制庸俗尧拒绝粗俗袁切实加强家
风民风乡风建设袁形成崇德向善尧勤俭节约尧文明健康的
良好风尚袁 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聚强大精神力
量遥

我县紧紧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 野凝聚群众尧 引导群
众尧以文化人尧成风化俗冶主要目标袁结合党员干部野三创冶
志愿服务活动袁 通过集中开展农村移风易俗等系列乡风

文明建设袁遏制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尧奢侈浪费尧盲目
攀比尧人情债等不良风气袁坚决整治巧立名目收礼敛财等
增加群众负担的行为袁严厉打击非法宗教尧封建迷信尧黄
赌毒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遥 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
理念袁弘扬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袁形成节约光荣尧铺张可
耻的良好风尚袁把群众的人情负担减下来袁使农村的新风
正气浓起来袁打造一批文明村镇尧最美乡村遥

同时袁 我县还突出群众主体袁 通过引导群众主动参
与尧自觉践行移风易俗袁实现自我管理尧自我教育尧自我约
束遥 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袁落实为民惠民措
施袁把发动群众参与尧凝聚群众实践尧惠及群众生活落到
实处遥 突出问题导向袁摸清摸准农村旧俗陋习现状袁把群
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找出来袁围绕野移什么风冶野易什么俗冶
找准问题尧抓住重点尧切中要害袁有针对性地解决红白喜
事大操大办尧 人情往来负担沉重以及封建迷信尧 非法宗
教尧黄赌毒等方面的突出问题遥 突出以野两文冶进村为主要
内容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袁 把先进文化引领作为推动移风
易俗工作的着力点袁坚持正确导向袁用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引导群众树立良好家风遥 切实履行好组织者尧示范者尧实
践者的责任袁深入培育乡贤文化袁挖掘和宣传乡风文明建
设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尧形成的经验做法袁以点带面袁
全面推进遥 突出因地制宜袁从实际情况出发袁分类指导袁破
立并行遥 注重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袁力求做到内容具

体尧措施有效尧便于执行遥 在推进过程中袁对行之有效尧可
复制推广的要健全完善尧继续深化尧持之以恒遥

野为进一步倡树文明新风袁我镇多措并举深化改革袁
破除陋习袁扎实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袁大力营造积极
向上尧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遥 冶四明镇党委负责人介绍说袁
野为了扩大宣传效果袁我镇通过广播尧政府网站尧微信公众
号等媒体宣传移风易俗工作袁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袁让文
明新风深入群众心中遥 各村居推举德高望重的老人成立
红白理事会袁 本着节俭的原则负责村内红白喜事的流程
和各项规定遥 积极引导各村居开展耶好媳妇爷耶好婆婆爷耶好
女婿爷 等文明之星评选活动袁 在全镇范围内营造敬老爱
幼尧文明和谐的社会风气遥 冶

野近年来袁我们黄沙港镇把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作为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袁以打造耶遵纪守法尧明礼
诚信尧奋进求变尧淳朴向善尧理性包容爷的民风环境为目
标袁精心部署袁主动作为袁着力推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好转
变遥 各村居选举产生村文明新风理事会袁并研究制定理事
会章程尧红白事具体办理流程及奖惩规定等袁实现移风易
俗工作有人抓尧有人管尧有实效遥 充分利用道德讲堂尧宣传
栏尧微信群尧LED屏等阵地袁开展破除婚丧陋习宣传活动遥
新修订包含婚事新办尧丧事简办尧喜事适办等内容的村规
民约袁实现了群众的自我管理尧自我教育尧自觉践行遥 冶黄
沙港镇分管宣传工作负责人说道遥

践行移风易俗尧摒弃不良习气尧弘扬传统美德要要要

新时代文明实践绘就百姓幸福“底色”
本报记者 李文华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陆万里 成麟祥冤近年来袁盘湾镇围绕抓
统筹尧树典型尧用载体尧建阵地袁扎实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袁为美好
乡村建设构建和谐的环境遥

立足治本袁提高教育实效遥 该镇先后开展野培育新农民尧建
设新农村冶和野百名党员创新业冶主题活动袁采用野讲给农民听尧
送给农民看尧组织农民谈尧集中农民学冶的方法开展培训遥 全镇
涌现出一批创业致富能人尧文明美德标兵袁培育特色村居袁为农
村淘宝创业创新打下扎实基础遥

整体推进袁加大创建力度遥 该镇通过典型示范袁以点带面袁
整体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遥 在全镇开展野选树百佳典型尧共建厚德
盘湾冶活动袁评选了最美创业之星尧最美共产党员等百佳人物遥
结合清洁乡村行动袁在全镇范围内开展野清洁示范户冶评选活
动袁通过从农民身边选典型尧依靠农民选典型尧选好典型农民学
等举措袁培养文明乡风遥

夯实举措袁创新评优机制遥 该镇每季度举行村居道德风尚
评议会袁要求各村居书记联系本村实际尧当地典型事例袁对本村
居推进的文明宣传工作进行汇报袁并进行评优袁同时制定出台
叶文明乡风评议细则曳袁促进各村居乡风文明建设遥

盘湾镇

掀起乡村“文明风”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 记者 杨向东冤年初以来袁县人
社局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全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袁
结合工作实际袁积极安排部署相关工作袁为全县野创文冶工作贡献
人社工作力量遥

加强领导袁确保成效遥该局把野创文冶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
要位置袁及时制定工作方案袁成立县人社局精神文明渊文明城市
创建冤工作领导小组袁形成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尧全体人员共同参
与的工作格局袁确保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顺利开展遥

强化宣传袁营造氛围遥 该局扎实开展志愿服务袁在系统内掀
起共创文明城市的热潮袁 发挥党员干部在创建过程中的模范带
头作用曰 在服务大厅 蕴耘阅显示屏上滚动播放文明创建宣传标
语袁积极向办事群众宣传创建工作要求袁动员群众关心支持和参
与创建遥

立足岗位袁做好结合遥该局把创建工作与人社系统各项工作
相结合袁深入开展医保尧社保等服务窗口专项整治袁设立文明示
范野窗口冶渊岗位冤曰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袁构建维护劳动者
权益协调机制和进城务工人员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曰 配合残联等
部门统筹规划残疾人劳动就业袁制定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曰
加大社会保险政策宣传力度袁做好精准扩面尧提档升级袁确保及
时足额发放养老待遇袁打造群众满意社会保险袁为全县野创文冶工
作作出应有贡献遥

县人社局

为“创文”“加把劲”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年初以来袁黄沙港镇精心部署袁统筹
谋划袁整合相关资源袁多措并举袁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取得扎实
成效遥

加强组织领导遥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分工明确尧责任上肩袁
制定实施方案袁 与各村居党组织书记签订承诺书袁 强化压力传
导袁确保新时代文明实践各项活动顺利开展遥 同时袁以党建为引
领袁结合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袁贴合农村实际袁开展理论
宣讲尧技能培训尧田间服务等活动袁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尧实践站
成为群众的野精神加油站冶遥

强化舆论宣传遥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尧实践站作用袁
常态化组织开展以消费环保尧法律服务尧健康养生尧乡风文明尧孝
老爱亲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实践活动袁 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袁切实强化乡风文明建设袁努力摆脱野精神贫乏冶袁
真正打通宣传群众尧教育群众尧服务群众尧关心群众的野最后一公
里冶遥

开展志愿服务遥以志愿服务为主要形式袁组织镇村两级志愿
者开展集中清理环境尧走访慰问尧帮贫救困等志愿服务活动遥 引
导村民相互开展邻里互助活动袁 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中来袁为推进文明乡村建设贡献力量遥

黄沙港镇

文明实践步入新时代

本报讯渊通讯员 冯小雨冤年初以来袁洋马镇党委尧政府在全
镇广泛开展以立德尧尚德尧遵德尧载德尧润德尧弘德野六德冶为主要
内容的野厚德洋马冶道德建设活动袁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袁绽放出野厚德洋马冶之花遥

制定实施方案遥为将野厚德洋马冶建设活动扎实有效开展袁该
镇专门印发叶关于开展野厚德洋马冶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曳袁明确
指导思想尧目标任务尧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袁重点明确实施立德尧
尚德尧遵德尧载德尧润德尧弘德野六德工程冶的具体内容尧标准和要
求遥

加强督促检查遥 该镇督查办把野厚德洋马冶建设作为重点工
作纳入督查袁镇宣传办将野厚德洋马冶道德建设融入年度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中袁建立工作台账袁每季度检查一次遥 成立由群众代
表尧党员代表尧人大代表尧政协委员尧道德模范尧身边好人和退休
干部参与的督导巡查组袁检查督导各村居和各单位野厚德洋马冶
道德建设活动袁检查结果汇总排名袁并在全镇大会上通报袁确保
此项活动开展制度化尧常态化袁达到预期目的遥

加强考核考评遥 该镇将野厚德洋马冶道德建设作为村渊居冤两
委班子尧镇直办单位综合考评的重要目标袁作为文明单位尧文明
村渊居冤创建的重要内容袁同部署尧同检查尧同考核袁使文明单位尧
文明村渊居冤创建真正成为野厚德洋马冶建设的排头兵遥

洋马镇

道德建设引领社会风尚

时令虽已进入立秋袁但
万里晴空高悬的烈日依然
野烤冶人遥 8月 30日上午袁合
德镇虹亚社区来了一群头
戴野小红帽冶的学生志愿者袁
他们手拿工具袁有的在仔细
地捡拾小区绿化带内的垃
圾袁 有的在清理墙壁上的
野牛皮癣冶尧有的在人行道上
扫地噎噎

记者了解到袁为响应新
时代文明实践号召袁切实保
护好社区内的环境卫生袁合
德镇虹亚社区招募了 30多
名中小学生袁组织成志愿者
队伍袁在该社区内的双龙兴
村小区开展 野捡拾垃圾尧美
化环境冶 志愿服务活动,为
我县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野加把劲冶遥

野这次我们社区组织志
愿者袁主要任务是搞好社区环境卫生袁我想袁这
是一次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袁于是我便主动到
社区报名袁爸爸妈妈也是挺支持我的遥 冶正在用
力铲除墙壁野牛皮癣冶的志愿者戴瑞阳对记者
说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 小志愿者们不怕脏尧不
怕累袁手持铁钳尧垃圾袋等清扫工具袁或三人一
队袁或两人一组袁有的戴着手套袁有的使用铁
钳袁认真细致地捡拾散落在草丛里尧路两侧尧墙
角处的白色垃圾尧烟头尧纸屑等废弃物噎噎小
志愿者们的野小红帽冶在骄阳下显得耀眼夺目袁
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遥志愿者们在烈日下挥汗如
雨袁但面对清理后焕然一新的野战果冶袁大家满
是汗水的脸上纷纷绽放出开心满意的笑容遥
小志愿者们挥汗如雨地工作袁也感染了部分社
区居民袁大家纷纷加入到小志愿者的队伍遥

野参加这次文明实践活动袁虽然又热又累袁
但是我感觉很开心袁 因为我所做的是对社区尧
社会有意义尧有价值的事遥冶志愿者王子丹自豪
地说遥

活动结束袁小志愿者们纷纷表示袁希望通
过自己的举手之劳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奉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袁同时通过此次志愿活动让更
多的人关注城市环境尧保护环境袁助推文明社
区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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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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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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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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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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地说袁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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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

野我们平时见得多了袁知道是什么问题袁
有些人直接拍照片给我看袁 我就在手机里教
他们怎么修遥 冶刘先生说遥 野本来以为都没用
了袁没想到你们一来就弄好了袁感谢你们浴 冶周
先生说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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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暖人心
本报记者 李文华

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亦是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正如衣食住行满足我们
的基本需求一样，文明礼仪不仅使践行者在“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中获得提升，更使我们的精神获得了满
足和升华，并为社会的温馨、友爱、和谐创造了环境和
拓展了进步的空间。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个体的发展，社会的文明离不
开个体的文明。社会成员的公共素质，可以折射一个社
会，甚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文明礼仪处处可见，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它就
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但就是在这最平常的事情中，却
最能体现出我们的道德素质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可惜
的是，这些“平常事”往往被我们所忽略———随处可见
的纸屑、饭盒、饮料瓶乱丢弃，时不时能听见的脏话、粗
话，以及公共场所的乱涂鸦，甚至故意损坏公共财物等
等。可见，文明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很有必要重
新审视和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

文明礼仪的重要性，关乎社会发展，更与个人的利
益息息相关。一个成功的人，必定是个知法懂礼守信的
文明人。这样的人，被人尊重，受人欢迎。良好的众人接

纳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自身的发展和事业开局，提
供了有利保证；反之，如果缺乏教养，不懂文明礼仪，则
不受人欢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有大作为。在创建诚
信社会、文明社会的今天，不论是谁，只要不诚信、不文
明必定会受到惩处，甚至寸步难行。如此高昂的“学
费”，可见“讲文明，守礼仪”是有多么的重要。

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活的根基，是我们健康成
长的臂膀，更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文明，便没有了
道德底线，没有了人性的善美。失去文明，人就难以改
变现状，社会就失去了进步因素，我们的未来或将原地
踏步。

我们要争做文明人，让谈笑符合道德标准，让言行
改善社会氛围。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让文明之花处处
绽放，让我们的梦不再遥远。

让文明之花缤纷绽放
易木

野赵大小姐袁天这么热袁夫妻俩还来为
我理发修脚真叫人过意不去袁 你俩对我老
太婆太好了袁 党和政府为我们老人想的太
周到了遥 冶8月 6号下午临海镇新东村三组
83 岁仇兆英拉住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蔡
银海夫妇的手动情地说

蔡银海和赵林英夫妻俩是临海镇新东
村一组农民袁2018 年 11 月被县尧镇民政部
门聘为 野射阳新华颐健居家养老服务员冶袁
负责该镇东兴尧新东尧兴盛尧中五 4 个村居
252 位分散居住农村 80 周岁以上老人居
家养老服务工作遥 对不属五保尧低保尧伤残
对象居住在农村的 80 周岁以上独居尧空
巢尧年老体弱的老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袁是
县民政部门推出一项 野老有所养尧 老有所
依冶 的惠民工程遥 居家养老项目有理发修

面尧普通保洁尧洗衣洗被尧洗头梳头尧修脚剪
指甲尧搓背搓澡尧按摩等精神慰籍等 16 个
项目遥

蔡银海尧 赵林英夫妻俩服务的 252位
老人袁 分布在 4 个村居尧43 个村民小组尧
186个家庭袁每天上门服务 6户左右袁早出
晚归袁风雨无阻袁每天往返程约 30 公里左
右遥 每到一户帮老人打扫卫生尧洗衣尧理发
洗头尧修脚剪指甲尧煮饭烧菜等样样都做遥
兴盛村 86 岁李素英老太袁行动不便袁儿女

们有时不在身边袁赵林英帮她端屎倒尿袁李
老太拉住赵林英手说 :野姑娘真对不起你
噢浴 冶赵林英说:野老太没关系袁你就把我当
女儿看待遥 冶夫妻俩每次去中五二组 96岁
的王连山老人家袁除了帮他修脚剪指甲尧按
摩外袁还与他拉家长袁听老人讲历史故事遥
蔡银海几天不去他老就想了袁 总要问邻居
野蔡修脚的啥时来啊钥 冶蔡银海成了野蔡修
脚冶袁 道出了夫妻俩与老人的亲密关系袁已
成为老人的贴心人遥

野这些老人都是独居尧空巢尧年老体弱袁
让他们不感到寂寞袁我们什么累都不怕袁什
么脏都不在乎袁对每位老人的服务时间尧服
务项目我们都兢兢业业去做遥 虽然我们每
天比较辛苦袁但我们感到快乐袁因为他们都
是我们的亲人遥冶赵林英边帮老人梳头边对
笔者说遥

蔡银海接着说院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袁
又是党和政府培养教育多年的一位离职村
干部遥我现在的这份工作不是为了挣钱袁就
是坚守初心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袁只要我
还有点精力袁我就要更好地服务好老人袁当
好他们的贴心人遥 冶

252位老人的贴心人
本报通讯员 张同祥

凡人善举

淤绿化工人在修整草坪
于清洁车在清洗护栏
盂社区工作人员向商户落实野门前三包冶责任

淤

于

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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