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 馨 提 示

2 月 18 日 9 时袁 全国现有 8 个中风险地
区渊涉及黑龙江省绥化市袁河北省石家庄市袁
吉林省通化市袁上海市冤遥

中风险地区渊8冤院
黑龙江省绥化市渊1冤院望奎县遥
河北省石家庄市渊1冤院藁城区遥
上海市渊1冤院浦东新区高东镇新高苑一期

小区遥
吉林省通化市渊5冤院东昌区民主街江南社

区波尔多小镇小区尧自由自宅小区袁新站街胜
利社区公用事业局家属楼尧 新兴社区中安欣
盛 A 区尧新山社区银都府邸小区遥

境外地区渊除澳门外冤均为高风险遥
2 月 18 日更新情况院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裕田街道由高风险

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曰
哈尔滨市呼兰区建设路街道由中风险调

整为低风险地区遥

新冠肺炎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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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建康冤野春节前有多少返乡人员做了核
酸检测的钥 冶野疫情严重地区返乡人员隔离防护措施落实到位了
吗钥 冶

正月初一上午袁 海通镇党政负责人及班子成员来到海通卫
生院袁对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进行了慰问袁又详细了解了
全镇春节期间疫情相关措施落实情况袁 勉励广大医务工作者再
接再厉袁坚决把疫情管控在零风险状态遥

海通镇针对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性大袁 新冠肺炎疫情管控难
度相应增加的实际袁不断加大防控力度袁确保不发生失控事故遥
他们在强化宣传发动袁 采取有效措施对返乡人员进行隔离检查
的同时袁专门设立核酸检测采样点袁对流进流出人员进行核酸检
测遥 仅春节这一天袁该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点对 45 位核酸
应检人员进行检测遥 抓实组织保障袁实行镇村组三级管控袁他们
以网格为基本单位袁对返乡人员逐一登记上报袁按程序落实管控
措施遥 强化防疫工作职责袁坚持在岗在位人员每天 24 小时不离
岗袁确保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遥

海通镇

抓实春节期间疫情防控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洪飞 记者 李文华冤野请问您是老汪
吗钥 今年春节期间村里有没有到你家去慰问钥 慰问物品和慰问金
各是多少钥 冶正月初五上午袁临海镇金海村村民汪学甫接到该镇
纪委工作人员的核查春节期间慰问物资尧 慰问金是否落实到位
的电话遥

春节期间袁临海镇用学习野治心冶袁用督查野管行冶袁用问责野提
神冶袁确保春节慰问精准尧规范遥 该镇纪委召集镇村干部集中学习
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曳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等党内规章
制度曰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袁强调春节慰问资金尧物质准确规
范落实到位的重要性袁让镇村干部充分认识到对野四风冶问题执
纪严尧处罚重的严重后果袁增强廉洁自律的意识遥 该镇要求各村
居集体研究确定上报城乡低保户尧 建档立卡贫困户尧野两困冶家
庭尧患大病及受灾家庭尧三峡移民家庭和困难党员等春节慰问对
象名单袁并由组织尧民政等部门审核把关遥 各村居将慰问对象在
村务公示栏进行公示袁同时要求将发放过程进行拍照袁领取时签
字遥 该镇纪委通过入户走访尧电话核实等方式袁对春节暖心慰问
行动进行专项督查袁对顶风违纪违规尧优亲厚友等行为袁一经查
实袁坚决从严从重快办袁并点名道姓进行通报曝光袁以野零容忍冶
野严问责冶的态度为广大党员干部提神醒脑袁让镇村干部时刻做
到自觉尧自律尧自省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袁不断提升群众满意
度和幸福感遥

临海镇

春节慰问“风清气正”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永成冤日前袁四明镇以冬训为契机袁为新
当选的村居野两委冶班子成员上好岗前培训野第一课冶袁为他们野提
神正气 冶野加油充电冶袁使其尽快适应新岗位袁从而激发村居干部
以野上任就赶考袁选好就奔跑冶的干事创业的热情遥

上好业务课遥该镇党委政府以党员冬训为阵地袁分别由野一办
七局冶负责编字教材袁要求新当选的 187 名村居干部以野空杯冶的
心态认认真真去学袁理论联系实际袁增强本领袁以最快速度进入角
色尧适岗履职袁努力展现新作为尧干出新气象遥

上好廉政课遥该镇在党员冬训中袁分别由组织尧纪检监察等部
门牵头负责袁专门给新当选的野两委冶班子成员开野小灶冶袁给他们
敲警钟尧扯袖子尧念紧箍咒袁通过冬训廉政培训袁使新当选的野两
委冶成员袁工作伊始就绷紧纪律规矩之弦遥同时袁全镇 23 个村居两
委结合野学习笔记展评冶活动袁将党员记写完成的学习笔记分享到
各党支部党员学习交流微信群袁进行笔记展评袁同时进行学习心
得交流袁引导大家相互学习尧共同提高遥

上好野定力冶课遥该镇党委政府要求每个新当选的党员干部必
须提高政治站位袁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尧政绩
观遥该镇由三套班子成员负责袁轮流授课袁教育党员干部提高政治
判断力尧政治领悟力尧政治执行力袁使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方针
野一声到底冶不跑调袁在思想上尧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袁打
通党中央政策在村居的 野最后一公里冶袁 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遥

四明镇

上好村居两委履职“笫一课”

本报讯渊通讯员 周洪军 陈帅 成麟祥冤日前袁盘湾镇组织
部分县镇人大代表到仁恒电气尧苏茵建材等园区企业袁调研企业
转型升级和创新工作袁助力企业健康发展遥

助力招商引资突破遥 该镇人大充分发挥代表资源优势袁主动
参与招商引资工作袁凝心聚力为经济发展牵线搭桥袁有力有效促
进招商引资工作遥 去年以来袁县人大代表为招商引资摸排有价值
信息 10 余条曰人大代表袁中春投资新上的 10 条碳纤维生产线设
备已进厂调试曰仁恒电气新上 40 亩尧2 万平方米高标准多层厂房
基本竣工曰柏盛制衣异军突起袁在盘湾新上占地 28 亩的二期工程
即将开工遥

助推营商环境优化遥 去年以来袁该镇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题
会议 10 余次袁组织县人大代表对镇内企业进行排查了解袁提出 6
条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措施袁组织 5 次相关活动遥 镇人大根据发展
现状袁开展企业走访活动袁对企业进行问题征询袁精准指导产业园
区规划袁多次参与讨论研究袁提出意见建议遥定期掌握重点项目建
设进度袁协调各类要素袁加快项目建设进程袁竣工亿元以上项目 7
个遥

盘湾镇

人大代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渊通讯员 严黎明 王克成冤为全面提高县快递服务
质量和服务水平袁提升快递从业人员安全驾驶素养遥 日前袁射阳
邮管局联合县交警部门统一组织 254 名快递三轮车驾驶员进行
D 证考试遥

为保障快递从业人员方便尧快捷参加考试袁射阳局积极协调
县交警部门开设考证野绿色通道冶袁做到统一体检尧统一报名尧统
一考试尧统一领证袁驾驶员半天内便考完四个科目袁考试全部通
过后当天就可以领取驾驶证遥 这次统一考试既保证了行业服务
质量袁又破解了快递三轮车出行难题遥 同时袁射阳邮管局将联合
交警部门持续规范快递三轮车管理袁 定期组织开展驾驶人员安
全培训活动袁实现全县快递三轮车文明尧安全尧有序出行遥

我县 254 名快递三轮车
驾驶员进行驾驶技术“充电”

春节期间袁在合德镇各社区袁记者发现活跃着
一支支由社区工作者尧居民尧商户组成的志愿者服
务队袁大家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擦
拭护栏尧捡拾垃圾噎噎一场以野干净整洁过春节冶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遥

野最近恒隆广场置办年货的人多了袁我们在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袁也会及时制止市民随地扔
烟头尧闯红灯等不文明行为遥 冶该镇交通路社区志愿
者张梅对记者说遥

据交通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宏霞介绍袁 目前袁
该社区的志愿者们通过示范引领作用袁许多市民自
觉地加入他们的行列袁他们队伍越来越壮大遥

在该镇条心社区袁春节期间袁该社区志愿者在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袁开展以野捡起
小烟头拾起大文明冶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袁他们
组织社区内的学生捡拾垃圾尧爱护环境遥

野我们会在捡拾的过程中提醒大家袁爱护环境尧
人人有责遥 冶11 岁的徐楠告诉记者袁野我不仅看到垃
圾会及时捡起来袁还会制止乱扔垃圾这种不文明行
为遥 冶

据了解袁条心社区在正月初一至初六开展此项活
动袁学生们捡拾完垃圾后袁可以兑换礼品袁有作业
本尧笔袋尧水彩笔等遥 野希望通过此项活动增加学生
参与的积极性袁树立孩子们的环保意识袁一起为我
们这座美丽的小城增光添彩遥 冶该社区负责人表示遥

干净整洁过春节
本报通讯员 薛丹枫 记者 杨向东

野哎哟袁这不是老杨吗钥 置办不少年货啊浴 春节
期间准备招待客人是吗冶

野刚住进新房子袁春节期间想把亲戚请来聚聚袁
摸一下路袁认一下门浴 冶老杨那张诚实憨厚的脸上面
带微笑地答道遥

野正月初袁我还邀请几个同学到我家做客袁你们
不是答应的吗钥 冶手里拎着一大袋子零食的儿子头
朝着爸妈说遥

鼠年小三十晚上袁下楼梯时正巧遇见楼下的老
杨一家三口从超市购物回来遥 老杨是黄沙港镇胜达
双灯纸业公司的一名班组长袁工作勤奋尧认真踏实
是所有同事对他的评价曰爱人和他同在一个单位工
作曰儿子正在实验初中就读初三袁成绩非常优秀遥

野来来来袁进我们家坐坐浴 冶老杨的爱人热情地
将我请进了门遥

野哇浴 你们家装修得真漂亮袁共花去多少钱钥 冶
野不多袁还不到 30 万呢遥 冶
野让我参观一下袁办了哪些年货遥 白酒尧红酒各

一箱袁香烟一条袁旺旺礼包一个袁香肠 20 斤袁肉圆 10
斤袁咸排骨 8 斤袁大肠一副袁海鱼一箱噎噎还真不少

啊浴 冶
野明年正月不是要有 3 拨人来我家嘛袁所以准

备了两千多块钱年货招待客人遥 冶
野你们家在 2019 年买了房袁2020 年上半年开始

装修袁一共花费近百万元吧钥 看样你们双灯企业职
工工资收入挺高啊浴 冶

野还可以袁我是班组长袁平均月薪 7000 多元袁她
是普通工袁月工资也在 4000 多元袁再加上奖金福利
等收入袁全年 15 万元不成问题遥 冶

野你们在城里买房袁在集镇上班袁这方便吗钥 冶
野没问题袁我们工作日在集镇袁节假日在城里袁

两头跑尧两不误遥 冶老杨两口子的脸上都露出幸福喜
悦的笑容遥

“两栖人”的丰盛年货
本报记者 李文华

正月初七袁 大家挥别亲
朋好友袁结束度假聚会袁在年
的余味中重返工作岗位遥 对
于我们每一个干部职工而
言袁 当务之急是要 野收心归
位袁聚力奋斗冶袁以野开局就是
决战尧 起步就是冲刺冶 的劲
头袁集中精力尧调整状态尧激
发干劲袁 全心全情全力投入
到新征程中袁 为新一年的工
作开好局尧起好步袁以实干实
现实绩袁用奋斗感受幸福遥 如
何让广大干部职工快速实现
从野过节模式冶切换到野工作
模式冶呢钥

要严明工作纪律遥 收心
归位袁迅速进入工作状态袁是
纪律之要求尧职责之所需遥 随
着假期的结束袁 我们要迅速
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袁 切实解
除野假期状态冶袁实现节后野收
心冶尧工作野用心冶袁将精力和
注意力迅速投入到各项任务
和部署中来遥 各单位各部门
必须通过进一步严明工作纪
律袁 把广大干部职工的精力

集中起来尧把干劲激发出来袁督促大家以更加
严实的作风尧更加有力的担当袁努力干好每一
天袁以优异成绩向新的一年致敬献礼遥

要扛起岗位职责遥 责任心是工作的发动
机袁是调整身体和状态的野总动员令冶袁答好野节
后收心冶这一道必答题刻不容缓遥 广大干部职
工只有切实增强野一日不为尧三日不安冶的责任
感袁找回责任心袁对自己负责袁对事业负责袁以
野刀在石上磨袁人在事上练冶的火热激情袁用担
当诠释初心尧用实干践行使命袁完成岗位赋予
我们的职责使命袁让事业在实干担当中出新出
彩遥

要把握时代机遇遥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袁一
代人一代人的接续奋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遥 当野十四五冶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的
时候袁我们应当怎样才能跑好这一棒呢钥 野多少
事袁从来急曰天地转袁光阴迫遥 一万年太久袁只争
朝夕遥 冶机遇错失不得袁事业耽误不得袁责任懈
怠不得遥 在这新春起步之际袁亟须把节日积聚
的欢喜氛围袁化作谋划事业的长久动力袁把家
人长辈的热切祝福袁 变为工作进取的实际行
动遥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遥 新的一年已经到
来袁让我们踏着春天的脚步袁用十足的激情和
百般的热情袁赓续奋斗之志袁立足新起点袁融入
新格局袁逐梦新征程袁奋力书写野争当表率尧争
做示范尧走在前列冶新时代射阳答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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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期间袁县人民医院职工由于岗位需要袁主动放弃休假袁奋战在一线袁为群众
身体健康提供医护保障遥 图为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护理遥 盛诚 杨梦楠 摄

2 月 11 日美西时间晚六时整袁在由好莱坞文化传媒集
团联合海外最大的龙鹰卫视 DETV袁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叶老
家在中国曳 世界华人春节晚会上袁 由县杂技团首创杂技剧
叶丝路之旅曳中的叶敦煌神游曳以网络直播形式亮相袁时长 9
分半钟遥 受疫情的影响袁杂技团采用野云表演冶的形式展出袁
精湛的表演技艺结合多变的舞台视觉袁 为全球观众生动展
示古代唐朝商队踏上丝绸之路袁神游敦煌莫高窟的场景遥

这是继 1 月 30 日 叶丝路之旅曳 中的两个特色杂技节
目要要要野肩上芭蕾冶和野扇舞丹青窑头顶技巧冶受邀在叶联合国
和平音乐会曳演出之后袁县杂技团再次收到好莱坞文化传媒
集团邀请函的一次演出遥

县杂技团团长张正勇介绍说袁叶丝路之旅曳 是该团首创
的杂技剧遥创作班底强大袁总导演齐春生是中国杂技家协会
原副主席尧一级导演袁现任中国杂技家协会第八届顾问曰编
剧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力遥全剧共分八幕袁从序
幕野长安序曲冶开始袁野唐国盛宴冶野敦煌神游冶野沙海奇遇冶野草
原狂歌冶野月下恋歌冶野罗马风情冶等六幕一一上演袁最终在尾
声野爱之舞曲冶中拉下帷幕遥 全舞台集中突出野沙冶的元素袁将
中国杂技的惊险奇美与欧亚舞蹈的浪漫抒情相结合袁 配合
高科技舞台特效袁打造一个极具想象力的丝路舞台奇观袁每
一次的场景变幻都是一场视觉盛宴遥

一个县级杂技团袁从曾经步履维艰到如今蜚声国内外袁

还屡屡问鼎野金狮奖冶野金菊奖冶野文华奖冶野金手杖冶等国际国
内大奖遥 张正勇自豪地说袁这既是幸运之神的眷顾袁更是走
转型之路发展的必然遥

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射阳县杂技团袁 是国家专业
艺术表演团体之一袁 曾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由中国文联
主办的野百花迎春冶春节联欢晚会演出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遥 近年来袁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袁观看传统
杂技的观众越来越少袁经济效益也不断滑坡遥作为县财政差
额补助的事业单位袁 多年来该团不少演员由于工资福利待
遇低袁陆续跳槽或转行袁鲜有新创作的节目问世遥

2004 年袁张正勇临危受命袁担任团长袁在全系统率先实
行人员聘任制袁因需设岗尧减员增效袁实行档案工资与绩效
工资相分离等遥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袁该团员工的干
劲渐渐被激活起来遥

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袁实现杂技艺术的创新钥这是摆
在县杂技团领导班子面前的一大难题遥张正勇他们意识到袁
要重新把观众吸引到表演台前袁光靠杂技的传统技巧表演袁
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袁必须走转型之路袁在传承中
国杂技的传统优势同时袁 将杂技的难与美尧 技与艺有机融
合袁从中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遥 为了吸引人才袁该团高薪
聘请山东省杂技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东明尧 国家一级编导卢
立新夫妇来团执教尧编排节目袁返聘本团退休老演员张军尧

王翠红执教头顶技巧袁同时大胆培养人才遥
梅花香自苦寒来遥 如今袁县杂技团已成功走出国门袁敲

开国际演出市场的大门袁在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为推介宣
传江苏作出了重要贡献遥 2012 年元月袁受文化部委派赴荷
兰尧马耳他等国家进行野欢乐春节冶文化交流活动遥 2016 年 2
月叶扇舞丹青?头顶技巧曳赴西班牙参加第五届菲格拉斯国
际杂技艺术节再获大奖要要要金象奖遥同年 5 月袁随江苏省政
府尧省文化厅赴西班牙尧葡萄牙尧古巴尧苏里南等国家访问演
出袁受到热烈欢迎遥 2017 年 3 月随江苏省文化代表团赴南
非尧纳米比亚访问演出袁9 月首部杂技音舞诗叶同一个家园曳
赴美国芝加哥尧加里尧哈蒙德等城市进行商演遥 2018 年受中
国文联国际部邀请他们赴丹麦演出进行商业演出遥 2019 年
受邀奔赴丹麦参加中国驻丹麦使馆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尧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 2019野欢乐春节冶哥本
哈根场文艺演出袁叶龙腾虎跃曳叶芭蕾窑对手顶曳叶扇舞丹青窑头
顶技巧曳等节目受到丹麦观众追捧遥各类国际大奖也纷纷囊
入怀中袁魔术叶羽曳获美国第 30 届夏季国际艺术节银奖袁叶扇
舞丹青窑头顶技巧曳获第十五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最
高奖野金狮奖冶尧第五届西班牙菲格拉斯国际杂技艺术节最
高奖野金象奖冶和评委特别奖尧第二届俄罗斯年度国际马戏
艺术节年度最佳节目编导奖尧第六届莫斯科野偶像冶国际马
戏艺术节金奖遥

参演联合国和平音乐会 登上世界华人春晚

县杂技团“云表演”惊艳全球
本报记者 张伟 周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