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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 通
讯员向 丽 萍 薛 峰）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年，讴歌新时代取得的辉
煌成就，由市老年书画研究会、老干
部书画协会联合主办的“庆祝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年老年书画作品展”在市
博物馆开展。

本次展览为期5天，共展出老干部
书画协会会员作品150件，分设在兴化
市博物馆一楼、二楼两个展厅展出。

展厅内，以讴歌党和祖国为主题
的书画作品依次陈列，书法作品草隶
行楷风格各异，国画作品涵盖了山
水、花鸟、人物等多种画风，令观众大
饱眼福。特别是许多爱好书画的老同
志慕名而来，面对展厅里的作品，不
住地相互交流点评，细细研读，对参
展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 通讯
员 许湘山 刘 斌）近日，周庄初级中学
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有意义的活动，该校
接受社会爱心人士季开标先生捐赠的

50万元，成立了“润泽”教育奖励基金
会。

在“润泽”教育奖励基金捐赠仪式
上，该镇党委政府相关负责人和“润泽”

教育奖励基金委托代理人代表季开标
先生向周庄初级中学捐赠基金 50 万
元，周庄初级中学相关负责人代表学校
接受了捐赠。

随后，“润泽”基金委举行首批颁
奖仪式。活动为全体在职教师赠送了
年度健康体检卡；为小升初品学兼优
的学生代表颁发了“优秀学子奖”；为
2019年春学期全市期末统一考试中取
得优异成绩的老师颁发了“优秀园丁
奖”；为学校管理团队颁发了“优秀管
理团队奖”。

“今天播种一粒种子，明天就会收
获一个希望。”该镇党委政府相关负责
人向参加活动的全体教师和获奖学生
提出了新的期待，勉励全体师生，要在
不断锐意进取、永攀高峰的同时，树立
家国情怀，勇负担当和责任，争当季开
标先生这样有担当的社会贤达。周庄初
中要发挥“润泽”教育奖励基金的作用，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三有”新人，高位
发展创特色，内涵提升求实效，续写乡
村初中教育新篇章。

首批“润泽”教育奖励基金获奖师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 华 通讯
员 朱 婵） 9月 12日上午，昭阳街道
儒学社区举办“庆中秋情浓睦邻，迎
国庆品味幸福”厨艺展示大赛活动，

吸引了不少居民
的参加。

比赛现场热
闹非凡，参赛选
手 们 头 戴 厨 师
帽，腰扎粉红色
围 裙 ， 手 掌 菜
勺 ， 切 菜 、 翻
炒 、 下 料 、 出
锅、装盘，动作
麻利。不久，油
爆大虾、出水鲜
红烧鱼、爆炒鱿鱼、
滋补甲鱼汤、小葱
涨蛋……一道道

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出锅了，道道美食都
别具匠心、可口宜人。美味佳肴摆满长
桌，涵盖煎、炒、烹、炸、蒸等多种
烹调技艺，厨艺比拼也成了“色、

香、味”俱全的“百家宴”，令在场的
观众和嘉宾赞叹不已。现场参赛选手
对菜品简单介绍后，评委们根据菜品
的整体美观、味道、营养价值、时间
控制等四个标准对选手的菜品予以品
鉴。通过现场计分，最终决出了一等
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二名，
颁发了奖品。

现场不少居民表示，在比赛中大
家交流厨艺、传授经验，收获了邻里
情，活动非常有意义。据儒学社区负
责人介绍，这些参赛选手并非专业厨
师，而是一些平时喜欢做饭、爱好厨
艺的普通人，他们之中有退休职工，
普通居民，也有党员同志。

活动结束后，街道相关负责人还
带领工作人员们将菜品送至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供老人们品尝，并为他们送
上月饼和节日的祝福。

厨艺大比拼 社区邻里情

13对金婚老人补拍婚纱照

本报讯（通讯员 何元奎 特约通
讯员 陈鸿鸣） 9月12日下午，昭阳街
道文林社区和艾克普罗婚纱影楼联合
开展“迟到的婚纱美翻了——圆未圆

之梦”公益主题
活动，免费为该
社区 13 对 80 岁
以上的老夫妻补
拍婚纱照，以此
弘扬敬老爱老助
老传统美德。

当天，艾克
普罗婚纱影楼里
洋溢着甜密的气
息，一对对老夫
妻相互挽着手臂
前来，一路欢声
笑语。“我们结
婚六七十年了，
从 没 拍 过 婚 纱
照，想照张像样
的照片，感谢社

区帮我们圆了这个心愿。”88岁的孙爷
爷回忆说，由于当年条件艰苦，他和
老伴结婚时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拍，这
一直是两人心里的遗憾。化妆师为他

们精心化妆，志愿者们帮助老人试穿
婚服婚纱，大家配合默契。“头低一
点，靠近一点，笑一笑，好……”在
摄影师的引导下，老人们手拉手，脸
上露出幸福的笑容，摄影师也快速地
拍下了一对对老人甜美幸福的瞬间。

活动期间，老人们化妆、打领
带、穿婚纱、穿西服……新郎西装笔
挺，神采奕奕，新娘婚纱洁白妩媚动
人，比起年轻人毫不逊色。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文林社区
“情暖夕阳，大爱文林”特色创建微实
事项目，也是社区现实关爱老年人的
一个生动体现，旨在号召年轻人学习
老一辈朴素忠贞的婚姻观和和谐的家
风家训，弘扬全社会尊老敬老的优良
传统，引导居民广泛参与文明家庭建
设。拍摄完成后，文林社区工作人员
将挑选老人们最满意的相片制成相册
和相框，免费赠送给老人们，并征得
他们的同意，在社区内举办金婚摄影
展。

迎国庆
老年书画展开展

“中堡之声”
响彻大纵湖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 通
讯员 姚志刚 周干祥）9月 12日，拥
有美丽大纵湖的生态文化古镇中堡
举办“中堡之声”国庆中秋文艺晚会，
吸引了周边群众近5000人观看。

当晚7点，中堡镇中心校操场上
座无虚席，挤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
随着主持人的介绍，著名淮剧表演艺
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江苏省淮剧研
究会副会长王志豪首先为大家带来
了淮剧《新旅赞歌》和《杨家将》选段，
他那铿锵有力的大段行腔演唱，将大
家的思绪带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
场和宋代杨家将的抗辽战场，全场为
之振奋。

紧接着，情景剧《中堡子的传
说》、舞蹈《同唱祖国好》以及众多本
地淮剧票友及专业剧团演员们的淮
剧演唱，使晚会高潮此起彼伏。扬泰
地区名票、淮剧表演艺术家陈德林再
传弟子钮小丽演唱的淮剧《南北和》
以及《天要下雨娘要嫁》选段，情感真
挚，台下观众深受感染。淮剧表演艺
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文华奖项和上
海白玉兰表演奖项获得者梁锦忠演
唱的淮剧《玉杯缘》及现代戏《画姑
情》两个选段，演唱风格活灵活现，别
具一格，使现场观众大饱眼福、耳福。
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
员、淮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裔小平演
唱的淮剧《秦香莲》和《孝灯记》的选
段，让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享受
到了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

晚会现场，该镇不少机关工作人
员听到观众的一片叫好，情不自禁说，
这种将名家、名演员、名票集中起来的
晚会，从现场的掌声和欢呼声看出老
百姓非常喜欢，超过了预期。

爱心人士向周庄初中捐赠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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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入党初心 追寻红色记忆”

就管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8月份，就管部组织党员干部赴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和周恩来故居等
红色教育基地，实地接受党性教

育。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党的历
史，追溯红色记忆。

在周恩来纪念馆和周恩来故居

前，党员同志们沿着纪念馆主馆、
附馆、周恩来铜像、仿北京中南海
西花厅及周恩来故居等建筑，阅读
周恩来同志矢志不渝追求真理，为
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伟大事
迹，支部党员在珍贵的历史资料前
驻足凝视，在周恩来同志雕像前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党员干
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管支
部在参观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十九大”会议精神，要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要深入学习周恩来
精神，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奋发有
为、扎实工作。

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一定要以革命先烈和红军精神为榜
样，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优良作
风，时刻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
更加务实的作风真抓实干，在平凡的
岗位上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
头引领作用，为党旗增辉添彩、为党
的事业贡献力量。 （就管中心）

为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和 省 委 、 泰
州、兴化市委有关通知要求，不断
将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推向深入，
充分发挥 《纲要》 在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上的重要作用，推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
展 ， 9 月 10 日 ， 市 人 社 局 举 办 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要》 专题辅导讲座，邀请
泰州市委党校王龙校长莅临授课，
局党委班子成员、全体在职党员干

部及部分老领导、老党员参加了本
次专题学习。

王校长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紧紧围绕“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课题，以
最伟大的梦想、最伟大的使命、最伟
大的追求为切入点，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进行了深入阐述和系统解读。王校长
的讲座高屋建瓴、形象生动、深入浅
出、内涵丰富，听后使人深受教育和
启发。在座党员干部认真听、认真
记，对王校长的精彩授课不时报以热
烈掌声。

局党委书记朱学美要求全体党员
干部通过本次专题学习，要进一步深
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
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核
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
要求，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人事科）

市人社局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
为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计划，进一步帮扶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促进其实现高质量和充分
就业创业。根据省、市人社部门统一部
署，市人社局启动了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实名制调查登记及就业服务工作。

据统计，2019年我市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人数近1500人，市人社局
通过准确核对毕业生信息，摸清底
数，多举措并做好实名制调查登记服
务：一是组织开展同步宣传工作。利
用新闻媒体、兴化就业人才网、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广泛宣传毕业生专场

招聘会和各项就业服务活动，宣传
“租房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明确
政策内容、服务事项、享受条件和申
请流程，力促毕业生对政策服务应享
尽知。二是摸底排查做到四“掌握”。
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调查等方式掌握
其家庭状况、就业意愿、就业技能以
及服务成效；三是落实“一对一”就
业援助。把有就业意愿离校未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全部纳入就业帮扶，落实
实名制就业服务，根据不同要求，分
类开展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
训、就业见习、创业指导和就业援助

等服务，使有需要的高校毕业生都能得
到相应的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四是精
准推进就业服务。根据未就业毕业生底
数、特点和需求，充分利用我市人力资
源市场信息服务平台、基层人社平台等
渠道，对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不少于3次
有针对性的就业岗位推介；五是开辟服
务“绿色通道”，告知政策服务享受渠
道，提供信息查询路径。设立未就业毕
业生专门服务窗口，简化服务手续，强
化服务水平，提供求职登记、档案托
管、购房券申领等“一站式”服务。

（人才服务科）

市人社局开展
夏季高温劳动
保护专项检查

为切实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
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
健康及相关合法权益，市人社局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至 9 月 5 日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了夏季高温劳动保护专
项检查，此次检查的重点包括三
类：一是工程建筑、冶金冶炼、医
药化工、交通运输等行业存在有毒
有害、露天作业、高温作业岗位的
用人单位；二是机械、电子、纺
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用人单位；
三是大量使用实习生 （暑期工） 的
制造、酒店、餐饮等行业的用人单
位。

市人社局在全市信息采集和书
面审查企业信息库中按照 15%的比
例，随机抽取了 518 户用人单位进
行检查，将夏季高温劳动保护专项
检查穿插其中，采取现场检查的方
式进行。执法检查人员“严”字当
头，深入企业车间、建筑工地一线
现场体验工作环境温度，重点检查
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工时制度和休息
休假规定情况、贯彻落实《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情况、防暑降温
措施落实情况以及按规定发放高温
津贴情况，向职工尤其是高温作业
点的一线职工了解高温期间企业劳
动保护措施的具体执行情况，做好
调查笔录，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用人
单位整改。同时，注重在检查中加
强高温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和政
策落实指导服务，通过以查促改、
以宣促行，引导用人单位提高劳动
保护意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着
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劳动监察大队）

近日，根据市委组织部、市人
社局、市财政局和市总工会的统一
部署要求，我市开展机关事业单位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和工会福利情况
专项整治工作。

按照国家和省、市规范津贴补
贴和工会福利的政策要求，通过开
展集中专项整治，自查自纠，实地
检查部分重点乡镇和部门，切实规
范机关事业单位津贴补贴和基层工
会福利依法依规发放。

（工资福利科）

我市专项整治机关事业单位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
和工会福利情况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市人社局举办专题辅导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