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前夕袁发鸿社区活动室里来了 13
位特殊的 野客人冶要要要他们华发苍苍却神
采奕奕袁满脸皱纹却笑容满面袁他们有着
一个共同的身份院共和国同龄人遥 为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发鸿社区组织了野我
与共和国同岁冶生日会活动遥

野没想到袁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过生日袁
居然是在社区和这么多人一起过袁而且还
是和新中国共同庆生遥 冶黄明惠老人端着
一块生日蛋糕袁激动得留下了热泪遥

七十载见证沧桑袁 七十载家国同梦遥
13位老人共聚一堂袁一道追忆过去袁述说
历史袁重温与共和国一同走过的岁月遥

野小时候袁买东西都要凭票袁遇到荒年
吃不饱穿不暖袁而过去的这几十年我们国
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老百姓也不愁
吃穿袁反而要减肥尧要健康袁真是新旧生活
两重天了遥 冶黄明惠老人向大家分享自己
的感受遥

野很多人觉得以前很辛苦袁其实不然遥
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袁有社会主义制度
保障袁 大家都是热情满满地建设新中国遥
这一路走来袁 我们见证了祖国的强大袁感
到特别的自豪浴 冶郭善成老人激动地说道遥

在现场一位老人的提议下袁老人们挥
舞着手中的小国旗袁群情激昂地唱起叶我

和我的祖国曳遥野我和我的祖国袁一刻也不能分割袁无论我走到
哪里袁都流出一首赞歌噎噎冶伴随着悠扬的歌声袁老人们热泪
盈眶袁 寄托着对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深深祝福和祖国未来
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遥

野开展这个活动袁 一方面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送上祝
福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营造社区居民家庭和睦尧敬老爱老尧人
心向善的社会道德氛围袁努力建设幸福尧和谐射阳遥 冶社区负
责人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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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一版冤
今夏台风野利奇马冶过境后袁记者走进盘湾镇裕民

集中居住点袁 惊喜地发现这里道路依旧整洁有序袁白
墙黛瓦的房屋显错落有致袁 处处透露着静谧与和谐袁
显然丝毫未受到台风的影响遥 野那个台风啊袁吓死个人
了浴 你看那边的小菜地袁菜秧都被吹倒了浴 冶盘湾镇裕
民村居民吴玉龙谈起台风过境时的情景似乎仍然心
有余悸袁但一说起现在所住的房子却又忍不住地露出
笑容袁野还好我们已经搬到新房子里住了袁要还是在从
前的老房子里袁估计就危险了遥 冶

盘湾的裕民集中居住点正是我县群众住房条件
改善的典型遥 2016年野6窑23冶风灾后袁为了尽快解决受
灾群众的住房问题袁 我县率先实施农村康居工程袁拆
除了 3996户 D级危房袁 让 653户托底困难户得到妥
善安置遥 2019 年袁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袁我县成立领
导小组袁出台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三年行动计划实
施意见尧奖补意见袁加快镇村建设遥目前已经拆除农村
危旧房 1.7万户袁 新建示范居住点 67个尧 农房 5475
套遥

做好民生野加减法冶袁就是要保障群众就业尧增加
群众收入的同时袁减少群众在教育尧住房等方面的支
出遥通过合理野加减冶袁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袁感受改革
带来的红利遥 为了全方位提升就业援助和服务水平袁
我县积极落实就业扶持政策袁 加大就业培训力度袁推
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袁加快困难群众脱贫步伐遥 截至目
前袁全县新增就业 7769人尧扶持自主创业 2522人曰1.6
万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脱贫袁4个省定尧8个市定经济
薄弱村达标曰养老尧医保等五项保险经办服务更加规
范便捷袁被征地农民实现应保尽保遥

干出样子要要要
用野真情冶守护野美家园冶
民为邦本袁本固邦宁遥 然而袁如何才能在改善城市基

础设施等野硬环境冶的基础上袁优化城市的野软环境冶袁继而
加倍提升群众的满意度与幸福感钥 答案不言而喻袁即创
新社会治理遥
社会治理正是保障民生的重要课题遥 随着双城同创

号角的吹响袁 我县围绕市容环境治 野脏冶尧 公共秩序治
野乱冶尧重点领域治野差冶等方面袁持续注重数字化与网格化
相结合袁坚持科技手段与人工补位相衔接袁将城市治理
分成数个网格袁并依托视频监管网尧互联网为基础和数
字化中心的野两网一中心冶的智能化手段助推精细化管
理遥 让已建成的 105座国家一类公共卫生间实现 24小
时对外开放袁增设便民设施曰对老旧公厕实施提档改造袁
指导并督查镇区建 200座公共卫生间遥

野请问是网格长吗钥我们这里的下水道堵了浴 冶野网格
长啊袁跟您说个情况袁每次回来停车都得费好大的劲浴 冶
这是合德镇虹亚社区光明新村网格长乔红玲在每天的
工作中接到的电话遥 内容不一袁大到生活环境尧小到家长
里短袁她常常戏称自己是野知心大姐冶遥 虽说网格长的职
权不大袁但却在社会稳定方面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遥 在
她的努力下袁合德镇政府迅速实施野老旧小区改造冶工程袁
让光明新村居民感受到网格化管理带来的精准服务遥

据统计袁我县 238个村居袁共有 1993个综合网格袁
配备综合网格专职网格员 1993个袁 兼职网格员 1993
个袁专属网格长 379人遥 随着网格化管理的不断推进袁我
县将管理与服务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袁使小网格激发
出大活力袁为百姓开启便民野直通车冶遥
民生无小事袁枝叶也关情遥 回眸 70年光阴袁我县用

野民生冶定位发展坐标袁以最大半径画好野同心圆冶遥伴随着
一项项政策的落地袁 一个个民生实事工程的稳步推进袁
记者清晰地感受到鹤乡人民向幸福进发的脚步愈加坚
实有力浴

向幸福进发

野十一国庆黄金周冶即将到来遥今年的野国庆七天小长
假冶与中秋假期相隔仅仅两周遥 经过与家人的团圆之后袁
年轻人们度过野国庆七天小长假冶的方式多种多样遥 在不
同选择的背后隐藏着不同原因袁体现着新时代年轻人们
的选择遥

休闲度假偕友人尧家人出游
野工作这么久袁正好可以趁这个七天假期出去放松一

下遥 冶在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工作的刘鑫告诉记者袁今年国
庆假期袁他已经和几个大学室友提前约好了袁要畅游盐城
的一些著名景点遥 野平时工作的地方离得很远袁大家难得
一起见个面遥 冶刘鑫说袁野而且我的室友们都没来过盐城袁
想借此机会让他们了解盐城袁感受射阳风土人情遥 冶

与刘鑫不同的是袁在合德工作的张巧梅则计划到贵
州旅游遥 野那边跟我们这边的风光截然不同袁也有很多不
一样的美食袁能在旅游中增加见识遥冶张巧梅说袁自己也会
在微信朋友圈野晒照冶袁让不能出游的亲朋好友也能看到
秀美风光遥

加班达人国庆也要爱岗敬业
国庆假期袁做电商销售的杨明敏打算跟员工们一起

坚守岗位遥 野现在我们公司网络销售进入旺季袁客户订单
比较多袁需要加班做好售前售后工作遥冶杨明敏说遥三十出
头的杨明敏白手起家袁经过夫妻二人的辛勤付出袁如今公
司的电子商务发展的风生水起遥 目前公司线上的两个店

铺日营业额已经达到 3万元以上袁并保持稳定增长遥 野趁
年轻袁得多努力遥我们朝着做成全网菊花茶销售第一的目
标迈进袁努力把咱们射阳的菊花产品卖到世界各地去遥 冶
虽然经常忙前忙后袁加班熬夜袁但杨明敏依然精神抖擞袁
朝气蓬勃遥

在一线岗位上工作的袁彩龙是盐城亭湖人袁今年入
职射阳经济开发区一家私营企业遥 野前不久刚刚申请
耶515爷人才袁虽然刚来射阳袁但是感觉这边人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真足遥冶袁彩龙说袁自己国庆节打算加班袁提升一下
自己的职业技能袁并在网上报了一个职业技能培训网络
课程袁希望也能在射阳这片热土上闯出一片天地来遥

远方游子提前抢票回家
为了国庆能够顺利回家袁老家是河北的李继红提前

了一个月开始抢票遥在射阳工作两三年袁但由于生活和工
作的忙碌袁李继红并不如家人期望的那样经常回家遥今年
中秋假期袁她在加班中度过遥野中秋节不能跟家人团聚袁这
次放假肯定要回去了遥冶她说袁野国庆的车票并不像传说中
那么难买袁自从有了射阳高铁站袁现在回河北也方便了很
多袁不用再跑到盐城站去坐车遥 冶

跟李继红一样袁赵楠楠却在买票回家这件事上犯了
难遥野由于没有直达的火车袁需要在徐州中转车袁但我提前
买票也买不到遥 冶她说袁野好在抢到了 2号的票遥买到的还
是无座票袁要站很久遥 冶她十分发愁袁不过为了回家袁一切
都值得遥自从新年过后袁赵楠楠就再也没回过家遥家人早
已期盼着她能回家团聚遥 野这次回去袁我带了射阳的一些
特产袁两幅农民画还有菊花茶尧海产品等遥 冶

渊王中印冤

这个十一黄金周，年轻人怎么过？

怨月 圆远日上午袁盘湾镇养鸡大户沈玉友夫妇来到盘湾镇
敬老院袁为这里的 51位老人送上节日的祝福遥

一大早袁 沈玉友夫妇就把早早准备好的 15箱鸡蛋和 22
只药材鸡送到了敬老院门口袁野我平时最爱吃鸡蛋了袁听说吃
这种低醇鸡蛋对老年人身体特别好呢遥 冶看到一箱箱鸡蛋搬
进院子袁敬老院的李奶奶开心得合不拢嘴袁连声感谢遥 沈玉友
跟记者介绍袁冶他自己养的这种鸡蛋蛋液粘稠均匀袁蛋黄久凝
不散袁口感清香鲜爽袁而且具有养生价值冶遥

每年国庆沈玉友都会拉上一车鸡蛋送到敬老院去袁赶上
蔬果成熟的时候袁他还会带着蔬果一起送过去袁无论生意好
坏袁从未中断袁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袁他关心帮助的对象袁主
要是老年人遥 在沈玉友看来袁老年人在年轻时袁或多或少都对
社会做出过贡献袁如今年龄增长袁他们需要大家的关爱袁尤其
是孤寡老人遥 野党和政府给了我们好政策袁 让我们发家致富
了袁我们也不能忘恩袁要回报社会袁关爱老人遥 冶

野小沈每年都来看我们袁每次来都带东西来袁我们实在是
感动冶袁王爷爷拉着记者的手激动地说遥 一路艰辛走来袁让沈
玉友更懂回报遥 在他看来袁慈善不是债务袁需要一对一偿还袁
所以她从没计算过自己付出多少遥 他认为野慈善是一种大爱袁
一种传递袁别人帮助了自己袁自己又去帮助别人袁受过帮助的
人再去帮助其他的人袁这就是做慈善最大的回报遥 冶

渊杨健冤

敬老院里送温暖

揖大众茶座铱

揖百姓故事铱

岳父韩志清 1946年参军袁1950 年年初从华东警备
第九旅渊淮海农场前身部队冤调到了现在的县第二中学
对面的部队袁在这里当了 7年兵袁于 1956年 7月复员到
滨海县正红镇大港居委会遥 去看望岳父时袁他总是向我
们讲述 1950年初射阳二中处的情景遥

岳父说袁解放路附近当时是一片盐碱荒滩袁有的地
方光溜溜的袁寸草不生袁有的地方长着绿色光亮的茅草袁
裸露在地面上的蚬子壳戳脚遥上级命令部队在这片盐碱
荒滩上建军营遥当时周围冷冷清清袁住着一些散户遥散户
的房子都是平房袁少数人家砖墙茅草盖顶袁绝大多数都
是泥墙草盖顶的野丁头舍冶袁一到下雨天就漏雨遥路不宽袁
为烂泥路袁也难得看到有骑自行车的袁那时自行车比现
在的小轿车还稀罕遥 吃水要用木桶到后面小洋河去挑袁
即使部队也要挑水吃噎噎

凑巧的是袁多年后袁我表哥搬家到县二中附近遥 2016
年夏天袁表哥从滨海接回岳父到他家居住遥

水电网齐全袁家用电器应有尽有袁表哥的家让岳父
十分高兴遥可能是岳父对当年去小洋河挑水这段历史记
忆犹新袁有意来到表哥家的厨房袁拧开自来水龙头袁只见
清洁卫生的自来水野哗哗冶直流遥 表哥高兴地告诉岳父院
野现在射阳人吃的自来水都是引的长江水袁可甜了遥 冶岳
父说袁 近 70年没来过射阳县城了袁 这边发生了很多变
化袁让人惊叹遥

岳父与我们一起来到解放路的军营附近遥 在这里袁
已经看不到盐硝尧盐蒿尧蚬子壳的踪影袁而是人来人往袁
车水马龙袁一派繁华的景象遥 岳父感叹说院野现在射阳真
的不一样了浴 人们出行都开着小汽车了遥 冶我告诉岳父院
野开小汽车已经是人们出行的耶家常便饭爷了袁射阳也有
高铁了袁那盐射高速也在紧张建设中袁您过去期盼的耶上
午在家里吃过早饭去上海袁 从上海回到家里吃晚饭爷正
成为现实浴 冶

一路走一路看袁岳父越看越开心遥回到表哥家袁岳父
感激地对大家说院野现在的二中处与 70年前相比真是翻
天覆地啊浴说实在的袁我最佩服中国共产党浴把解放前一
个一穷二白尧积贫积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浴 冶 渊顾松平冤

老军人见证 70年沧桑巨变

揖周末发布铱

Email院2396282083岳择择援糟燥皂圆 社 会 星期六 2019年 9月 28 编辑院陈阳 组版院王逸文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 全县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袁现发布近期
将组织的部分活动袁欢迎广大读者关注遥

1尧举行集中升国旗活动遥 县直机关在
县行政中心南广场举行集中升国旗活动袁
县直和省属驻射单位尧市级以上爱国教育
基地分头举行升国旗活动遥 时间院10月 1
日上午 8:30遥

2尧 全县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座谈会遥 时间 10月 1日下午遥

3尧全县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献花遥 时
间院9月 30日上午 9:00袁 地点院 县烈士陵
园尧华中工委纪念馆遥

源尧野翰墨丹青颂祖国冶要要要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暨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
书画摄作品展袁时间院9月 29日上午 9:00袁
地点院县行政中心一楼遥

缘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华诞野歌
唱祖国冶要要要射阳县野庆国庆冶大型歌咏比
赛展演袁时间院9月 29 日下午 3:00袁地点院
县党群服务中心遥

远尧特庸镇 2019 年野壮丽七十年 奋
进新时代冶国庆晚会袁时间院9月 28日 18:
30袁地点院特庸镇镇时代华庭广场遥

苑尧黄沙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2019年
度野迎国庆尧庆丰收冶文艺演出暨渔民画画
展活动遥 时间院9月 28日下午 圆:00袁地点院
黄沙港镇双灯剧场遥

愿尧2019长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野迈进新时代袁共筑中国梦冶袁时
间院9月 28日下午 4:00袁地点院长荡镇长荡
居幸福小广场遥

怨尧海河镇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红
歌大家唱袁 时间院9 月 28日下午 6:00袁地
点院海河镇烈士村梨花广场遥

渊王中印 整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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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我县推出系列庆祝
活动，展示伟大成就，抒发爱国之情，受到了群众的热烈
欢迎和积极参与。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
德之源、立功之本。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伟大时刻，我们
要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强化爱国主义情感，让爱国主
义萦绕在每一个鹤乡儿女的心头，落实在敬业爱岗的实
际行动中，为射阳高质量发展汇聚澎湃动力。

在这伟大时刻，我们要在参与活动中感受爱国主义
情怀。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我县部署安排了
系列重大活动，各镇区及村（居）也安排了系列庆祝活动。
我们要积极参与当地庆祝活动，增强仪式感、参与感，增
强爱国主义情感。比如，围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组织
唱国歌、升国旗、演讲、征文活动，开展读主题图书、看主
题影视剧活动，不断增强“四个自信”，为爱国主义教育写
下最生动的注脚。

在这伟大时刻，我们要在走访先进典型中激扬爱国
主义情怀。老党员、军人、道德模范们都有一颗爱国、敬
业、奉献的初心。正是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他们积极投
入到建设射阳、发展射阳的实践中，为射阳的繁荣富强作
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走访慰问他们，了解他们的现实状
况，感受他们奋斗精神，激发我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振
奋精神、接续奋斗，投身于射阳实现盐城中部率先崛起的
历史洪流中。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的家。在这伟大时刻，我们
要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用爱国主义精神力量砥砺
我们继续前行，致力建设实力射阳、活力射阳、魅力射阳、
幸福射阳。

伟大时刻，
激荡爱国主义情怀

王评

揖社区在线铱

载 歌 载 舞 迎 国 庆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连日来袁
我县各镇区尧各部门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袁各界群众以昂扬的状态和饱满的热
情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遥

淤2019年射阳县野歌唱祖国冶大型歌
咏比赛演出现场遥

于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国庆干群文艺晚会演出现场遥
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第七个

老人节文艺演出现场遥
榆新坍镇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文

艺晚会演出现场遥
彭岭 吴贵民 吴炘恒 摄

揖凡人善举铱

淤

于 盂 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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