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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润万家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尧讲排场的少了袁喜事新办尧丧事简
办的多了曰餐桌上袁铺张浪费的少了袁省吃俭用的多了曰闲暇
时袁喝酒尧打牌尧闲聊的少了袁读书尧看报尧健身的多了噎噎当
下袁野反对陈规陋习袁树立文明新风曰反对大操大办袁提倡勤
俭节约冶的生活方式在鹤乡大地蔚然成风遥
近年来袁我县在培育乡风民风尧提升人居环境尧丰富百
姓文化生活上下功夫尧 做文章袁 引导广大群众革除陈规陋
俗袁倡导文明新风袁让崇德向善尧勤俭节约尧崇尚科学尧健康
生活的文明新风尚在鹤乡大地落地生根尧开花结果遥
政府引导育新风
2016 年袁海河镇新运村一村民儿子结婚袁置办彩礼尧家
具尧酒席等先后花了 30 多万元袁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债务
负担遥 前些年袁像这样因婚返贫的家庭在我县为数不少遥
针对这种情况袁我县成立了推动移风易俗尧树立文明乡
风工作领导小组袁制定叶射阳县乡风文明建设实施意见曳袁要
求在全县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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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以前不管办喜事还是办白事袁各家总是喜欢攀比袁都
成大负担遥 冶日前袁新坍镇靠渔湾居委会居民宋玉加高兴地

本报通讯员

杨向东

说袁野现在好了袁政府倡导移风易俗袁大家都本着勤俭节约的
原则办事情袁一场事下来能省万把块钱遥 冶
村民自治树新风
野树新风尧扬正气尧革陋习尧讲文明曰红白事尧莫铺张尧事
前报尧事后备遥 冶这句顺口溜反映了当下我县广大农村通过
红白理事会操办红白事的新风尚遥 如今在我县袁各村的红白
理事会已成为群众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野好管家冶遥
在推进移风易俗过程中袁 我县在各村居成立了红白理
事会遥 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里处事公道尧办事能力强的村干
部尧老党员尧村民代表担任袁专门为村民操办红白事袁引导村
民改变观念尧改变传统袁从简办理各种红白事遥
我县坚持野以会治理冶袁增强野软冶管理尧野硬冶约束袁充分
发挥红白理事会成员在村中威信高尧号召力强的优势袁对亲
戚朋友不理解的或者有怨言袁依照野村规民约冶袁村红白理事
会出面负责解释袁不让办事群众落野不是冶尧受野埋怨冶遥
临海镇八大居委会在该镇率先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袁要
求居民在办理红白事前袁先向红白理事会进行报备袁由红白
理事会对红白事的规模进行限定遥 据了解袁从 2017 年开始袁
该居居民办红白事的场面明显小了袁 最多 10 桌袁 每桌 300
元左右袁成本比原来降低了一半袁时间也从以前的几天缩短
到一天遥
野红白理事会成立之初袁不少人有抵触情绪遥 于是居委
会干部带头袁严格按新规办理红白事遥 大家看到这样的形式
不仅杜绝了铺张浪费袁 减轻了人情消费负担袁 还省下了精
力袁逐渐从徘徊观望变为主动接受遥 冶该居党总支书记吕胜

祥说遥
榜样引领促新风
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袁要带头崇德向善尧孝老爱亲袁做到
婚事新办尧喜事小办尧丧事简办遥 冶野我将积极响应党和政府
的号召袁从自身做起袁破旧俗尧除陋习尧树新风遥 冶在我县袁党
员干部尧退休教师尧乡贤能人纷纷表示袁要做移风易俗的带
头人袁引领乡村新风尚遥
我县出台党员干部引领示范制度袁 党员干部操办婚丧
喜庆之事袁需执行事前申报尧事后报告规定袁带头抵制大操
大办袁以党风带动政风民风遥 同时袁充分发挥乡村能人尧乡
贤尧老教师尧老干部的榜样作用袁引导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袁在乡村中传播文明向善的理念袁引导农村的价值取
向和社会风气遥
破了旧袁就得立新袁否则袁陋习就会像烧不尽的野草随
时重生遥 目前袁我县正在推进村规民约野软制度冶建设袁通过
梳理族规尧村规尧行规袁结合村内当前存在的问题尧禁令尧倡
导等内容袁整理成通俗易懂的村规民约袁作为村民行为举止
衡量的标准遥 尤其是对村内婚丧嫁娶等事宜袁 反对大操大
办袁提倡节俭之风袁反对陈规陋习袁弘扬文明新风遥
为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深入开展袁 我县进一步强化制度
约束袁提升全民文明素质袁加大对移风易俗的舆论引导袁发
挥文艺作品敦风化俗的作用袁 在全社会倡导文明尧 传播文
明尧践行文明袁推动形成良好的乡风民风袁破除婚丧嫁娶等
大操大办的野枷锁冶遥

盘湾镇

以文明实践引领乡风文明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陆万里 成麟祥冤年初以来袁盘湾
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袁大力整合资源尧平台载体袁
引领乡风文明袁助推乡村振兴袁让百姓有更多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尧幸福感和安全感遥
阵地强建设袁完善机制助实践遥该镇结合各村居党群
服务服务中心内现有资源袁 设立村民活动中心尧 道德讲
堂尧爱心超市尧农家书屋等功能室袁同时在各村居设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尧 志愿服务驿站曰 整合原有的人员资
源袁积极招募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组建志愿服务队伍袁
制定工作机制袁确保文明实践活动有人组织尧扎实开展袁
有效地传播了乡风文明遥
队伍为载体袁志愿服务多样化遥该镇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袁设置理论宣讲尧脱贫攻坚尧文明新风等贴近群众生产
生活的多支志愿服务队伍袁为群众提供精准尧便利尧高效尧
多元化的志愿服务袁丰富群众生活尧调解邻里纠纷尧化解
家庭矛盾尧塑造文明乡风袁真正实现乡村有效治理遥
围绕野两主线冶袁文明实践思路明遥该镇以野乡风文明冶
和野乡村振兴冶为主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袁通过入
户宣传指导等方式引导群众改变不文明生活习惯袁 美化
居住环境袁形成邻里互助尧团结有爱的文明乡风曰持续开
展 野移风易俗等文明实践活动袁 以乡风文明助力移风易
俗袁真正打通宣传群众尧关心群众尧教育群众尧服务群众的
野最后一公里冶目标袁让基层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纳尧倡导
科学文明生活新方式遥

淤

连日来袁我县持续深入推进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袁加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尧文明新风尧射阳好人的宣传力度袁在全
社会营造出人人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遥
彭岭 摄

黄沙港镇

创文重细节求实效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连日来袁黄沙港镇在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中关注重点部位袁不留空白死角袁着力提升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实效遥
该镇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自查时发现袁 一些重点部
位如背街小巷尧无物业管理的居民小区尧菜市场尧远离人
群的沟河等袁对照创建工作点位要求袁存在一些差距袁影
响了创建整体水平遥为切实提升文明城市创建质效袁该镇
积极调整创建策略袁 把创文工作的着力点放在重点部位
上袁突出背街小巷尧居民小区尧菜市场尧沟河等地袁把这些
地方分工包干给镇机关尧单位干部袁落实专人抓创建袁定
期进行督查袁指出存在问题袁落实整改责任袁限期整改到
位遥
在创建工作中袁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渊站冤开展一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袁确保创建不留空白地带袁不留创建死
角遥 该镇在 7 月中旬开展的野文明创建我们在行动冶志愿
服务活动中袁组织发动 20 个志愿服务队先后到农民集中
居住点尧集镇菜市场尧沟河袁捡拾各类垃圾袁整治乱堆乱
放袁清除乱贴广告袁清除河面漂浮物遥
目前袁该镇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在按照野创文冶点位
要求袁瞄准目标袁突出重点袁注重细节袁整体推进袁务求实
效袁用实际行动坚决打赢百日攻坚战遥

县人社局

开展文明窗口创建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冤年初以来袁县人社局按照
野服务环境更优美尧业务经办更高效尧服务质量更优良冶的
工作思路袁全面对标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袁对窗口行业
文明创建各项任务进行分解袁加强教育引导袁压实工作责
任袁扎实开展文明窗口创建工作遥
加强窗口管理遥该局全力打造野程序最简尧时间最短尧
环节最少尧效率最高尧群众最满意冶社保经办标准服务袁积
极推行窗口野及时办冶野集中办冶野创新办冶限时办结模式袁
要求窗口工作人员注重文明修养袁做到挂牌上岗尧微笑服
务尧衣着整洁大方袁保证不在上班时间干无关事项袁不在
办公场所吸烟扔垃圾袁主动搞好办公场所卫生袁保持办公
场所整洁有序袁倡导说文明话尧办文明事尧做文明人袁不断
提升文明指数遥
营造宣传氛围遥 该局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尧 电子显示
屏尧公益广告尧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袁向办事群众宣传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道德知识袁深入弘扬社会公德尧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野做文明人尧办
文明事尧创文明城冶的思想认识曰在一楼服务大厅设置志
愿服务岗袁发动志愿者进行秩序引导和吸烟劝阻袁为老年
人和残疾人提供必要帮助袁得到了办事群众高度赞誉遥
强化效能建设遥该局坚持把文明窗口创建与党建尧党
风廉政尧意识形态和行风建设等紧密结合袁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多种形式拓宽人员供给渠道袁充实窗口工作人员曰
常态化开展全系统业务全技能练兵袁 着力打造一支业务
熟练尧工作规范尧热情周到的窗口服务队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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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淤为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在
设置野创文冶宣传标语遥
图于为社区工作人员在向居
民普及文明知识遥
图盂为社区里随处可见的创
文宣传标语遥

文明风

猿

乡村绽放文明花

要
要要 我县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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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飞

记者

周蓉蓉

近日袁 记者在临海镇村居采访袁 总能看见
野志愿红冶忙碌的身影院他们或手绘文化墙尧或整
治环境卫生尧 或入户宣传噎噎文明实践的美丽
之花正在该镇绽放遥
在该镇五岸新村居民点袁 三五个青年志愿
者头顶太阳袁 运用手中的画笔绘制着五彩文化
墙遥
大树尧 蓝天噎噎志愿者们将几十米长的墙
面绘成了色彩鲜艳尧内容丰富的文化墙袁让普通
墙壁变成了颜值高尧会说话的野教科书冶遥 野我今
年在南京理工大学毕业袁学的是环境设计袁爱好
画画遥 我经常参加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活动袁尤其是最近的手绘文化墙活动袁不仅能满
足我作画的快乐感袁又能为美丽家乡建设出力袁
我感觉特别有意义遥 冶青年志愿者张海说遥
在华兴村主干道袁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
正为路旁的花草树木浇水遥 野每个月袁我们都会
组织一次耶美化家园尧志愿先行爷文明实践活动袁
在志愿者的带动下袁 更多的群众也积极参与其
中袁全村环境面貌有了很大提升遥 冶华兴村党总
支负责人说遥
据了解袁今年以来袁临海镇突出资源整合袁
创新服务模式袁打造特色品牌袁充分发挥广大志
愿者在文明实践中的主体作用袁通过健全组织尧
盘活资源尧丰富载体等途径袁将文明实践阵地建
到百姓野家门口冶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向
规范化尧常态化发展遥
野我镇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内涵袁聚焦
群众所思所想所盼袁 策划实施了一批贴近群众
实际尧 符合群众需要尧 群众乐于参与的特色活
动袁让耶志愿红爷成为文明实践的标准色袁把群众
满意度作为文明实践的衡量度袁 切实打通新思
想传播通道袁 奏响文明和谐乐章袁 让党的理论
耶飞入寻常百姓家爷尧技术走进田垄间尧道德融入
血脉里袁 为书写好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临海答卷贡献力量遥 冶 该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表
示遥

野文明是最美的风景袁让
我们积极投身到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中来袁为建设美好家园
贡献一份力量遥冶日前袁合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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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扮靓冶城市的同时袁也潜移默
化地传递着文明美德袁引领居
周
玲
民崇德向善袁激发文明城市内
玲
生动力遥
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袁
社区下足野绣花冶功夫袁扮靓家
园遥 日前袁该社区党员吴振球
找到党员网格员陈华反映院宠
物狗随地大小便袁影响小区环
境遥陈华及时和社区尧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对接袁在
走访居民和养犬人的基础上袁 达成一致方案院在
小区固定位置划定区域袁设置野猫狗厕所冶袁再由
清洁工负责打扫遥
野同志袁我县正在创建文明城市袁沿街商铺是
县城的耶脸面爷袁把店面环境做好了袁就是展现我
们射阳人文明的形象遥 冶陈华向沿街商铺业主宣
传文明城市创建内容袁 倡导商铺业主文明待客尧
诚信经营遥 同时袁该社区积极开展野明厨亮灶冶行
动袁社区安全员对沿街餐饮店铺业主进行叶食品
安全法曳叶消防安全法曳等法律法规宣讲袁引导业
主关注食品安全袁做好店铺环境卫生袁保障广大
过往顾客野舌尖上冶的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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