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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河口镇锦成村的禁毒文化园建设工作已经接近尾声，禁毒文化园总投资40万元，是我县第一
个以宣传禁毒为主题的教育场所。园内包括毒品危害宣传栏、毒品展示栏和历代领导人提出的禁毒标语三
部分。建设禁毒文化园旨在提高禁毒宣传教育的辐射面和影响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毒品的危害，避免
受到毒品的侵害。 全媒体记者 单佳凯 宫向群 摄

48岁的刘建朋怎么也想不到，自
己的举手之劳，赢得了1000元奖金。

两个月前，在县城人民南路，辅警
刘建朋参与县里抽调的创文执勤。下
班高峰，好几位老人在马路对面徘徊。
车来车往，他们有点怕，几辆车停下来
礼让行人，老人的行动也不够果敢。刘
建朋很自然地走过去，扶了一把，又扶
了一把。

其实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但这一
幕被热心的路人拍下来，发到了网上。
问他叫啥，刘建朋没有回答，拐着弯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换成别的同志，他们
也会这样做。那位市民不死心，后来还
是辗转了解到他的信息，问清了他的名
字，问到了他的身份。

事情还没算完，市民又据此写了
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如东县公安局
的主要领导。一件芝麻粒的小事就这
样变成了大事。局里郑重地开了会，
站在抓作风和强队伍的高度，对刘建
朋作出表彰决定。“嘉奖一次，颁发证
书，奖励 1000元。”红头文件简洁明了，

“先进”来得干脆利落，刘建朋有些措
手不及。

但谁也不能说这荣誉和奖金是他
白捡的。他浓眉大眼，斯斯文文，鬓角
虽有皱纹，但也被岁月刻画得齐齐整
整。从部队退伍前，是上海武警部队
的“散打王”。退伍后，他在商场当保
安，有天夜里，还凭着一身硬功夫，轻
轻松松抓了几个小偷。但此类事情他
很少提。那只是过去生命中的插曲，
现在他是一名辅警，又穿了制服，为更
多人服务。

在双甸派出所工作的 20多年里，
他是所里的冲锋队员。镇上的纺织厂

走水，他扛着灭火设备往前冲，风中呼啸的大火，拷得屋梁发
软发脆，建筑材料和纺织品的混合粉末弥漫空中，簌簌往下
掉。他说是有点怕，当时不知怎么就想着往前冲。坐公交车
时，看到老人孕妇小孩，车里拥挤也好，宽敞也罢，他都条件反
射式地想让座。这回，房子塌了，没伤着他。但他知道，当仁

“不让”，也成了从部队里带回来的习惯。
纵无大惊大险，苦头总是吃过的。去年夏天猪瘟流行那

会儿，镇上黑心的养殖户把病猪藏起来，不让防疫人员处理。
派出所出警，僵持之际那人竟跳起来袭警。刘建朋上前制止，
被对方咬住手指，死不松口。经鉴定，构成医学上的轻伤。咬
就咬吧，按道理，他一个反手就可以把对方治趴下。侠骨之
外，他有柔肠。

巡逻执勤途中，碰到迷路的老人，他问清情况、对接联系，
护送老人回家。镇上的精神病人去医院治疗，他陪同的次数
也不少。征兵期间，整理报名材料、走访兵员家庭，再随人武
部门天南海北去为政审材料把关，他都乐此不疲。他做的事
情太多太杂了，不成想，一次平淡无奇的执勤，让他做了一把

“网红”。
执勤遇到的那位市民后来把照片寄给了刘建朋。意外

的是，在搀扶老人过马路几张照片里，还有一张近距离微微
仰拍的单人半身照。他身着短袖，吹着警哨，头戴轻便作训
帽，顶着大片蓝天背景。这是他少有的被记录的意气风发
的工作时刻。

“我有信心把我们村打造成‘南
黄海第一村’！”一谈到本村的发展蓝
图，县人大代表、洋口镇洋口村党委书
记傅国华眼里就闪着光。这可不是说
大话，就是他，在 4年间带着村民大刀
阔斧搞改革，将一个村营收入不过百
万的四村合并“散装村”变成村营收入
达到 818万元，人均年收入 3万元的

“幸福村”。

走进如东丹阳红家庭农场，放眼
望去，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随风轻
荡。“今年雨水适中，水稻长势还是很
不错的。”农场主唐向阳告诉记者，“拿
地的时候傅代表帮了我不少忙，有困
难就找他，他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
的事情做，从来没二话。”在傅国华的
帮助下，他于前年成功流转土地 1200
亩种植小麦和水稻，今年看水稻长势，

又是丰收的一年。
34组村民宗在军是个“不安分”的

农民，早就想出去做点“大事”，却又放
不下家里的 12亩良田。“作为人大代
表，就要尽忠履职，加强和人民群众的
沟通，善于倾听群众心声。”谈话中，得
知宗在军的想法，傅国华马上说：“你
要是想大干一场，我就帮你把土地流
转出去，有租金收，你也放心大胆出去
赚钱！”土地流转出去之后，宗在军用
这笔钱买了辆随车吊跑起了运输，年
收入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一万多元
变成了二三十万元。目前，全村约 1
万亩耕地全部实现流转，亩均年流转
费1000元。

“万亩的森林是咱们村的特色资

产，必须要把它利用起来。”傅国华介
绍，近年来，洋口村借力打造“一村一
品”、“一村一景”，努力实现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流转的
土地除了用于水产养殖、设施农业种
植、稻麦全托管服务等经营类别以外，
还有一部分用于森林公园的打造。该
项目总投资 2000万元，目前正在由江
苏省农科院进行设计，根据规划，要在
森林公园中打造一条集休闲、购物、旅
游于一体的步行街，整个森林公园将
成为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出租商
铺，发展服务业，既能增加村民的就业
途径，又能增加村营收入。“金色的水
稻，紫色的薰衣草，如果有这么一个童
话一样的地方， （下转第四版）

近年来，文明养犬已经成为不少
人的共识，但也不乏不文明现象的存
在。近日，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就
发生了这样一桩惨剧，一只大型犬在
追逐一只小型犬的时候，拖挂的狗绳
致使一位高龄老人被绊倒身亡。一条
生命的消逝让大众再一次将视线聚焦
到文明养犬的问题上来。为此，记者
实地走访县城多条街道，观察市民养
犬状况，听听民声。

这天晚上 6时，记者在浅水湾公
园入口处看到这样一幕：一位女士牵

着一只狗想要进入公园，被守在门口
的保安拦下之后，转而向西去。此后
的30分钟时间内又有3名养狗人士遛
狗经过。而这些养狗人士均未给狗佩
戴嘴套，其中一人甚至未牵狗绳。为
此，保安顾军忧心忡忡，“这些人这么
遛狗太不负责任了，这个天气宠物本
来就容易烦躁，再加上游客都身着短
衣短裤，万一被咬真的不得了。”他告
诉记者，虽然公园严格规定宠物不得
入内，但仍有不少人趁着夜色携带宠
物避开岗亭从侧门进入，因为公园方
面没有执法权，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只
有口头说服教育，不能完全杜绝这种
现象的发生。

带着孙子在公园乘凉的陈锦美向
记者介绍，有一次他们在小区里散步，
遇到一只没牵绳的狗冲上来欲扑向孙
子，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有过这样
可怕的经历之后，6岁的胡王奕“谈犬
色变”，他奶声奶气地描述：“我在路上

看到狗，它一直对我叫，还追我，我非
常害怕。”

养狗人士不按照规定给狗佩戴牵
引绳和嘴套的行为存在安全隐患，一
旦发生伤人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次日早上 6点，浅水湾公园的保
洁人员徐萍在进行一天的清扫工作。
很快，她在台阶下发现一处宠物排泄
物，于是用铲子将污物铲起来丢进簸
箕。“这还算好，有的大型犬一拉一大
坨，有的还被人踩踏，糊了一地，清理
起来难度更大。”徐萍告诉记者，从上
班到现在，这是清理的第二处宠物排
泄物了。“没有办法，你前脚清理得干
干净净的，后脚又来了。”徐萍轻轻叹
息，十分无奈。

“出来逛个公园心情好好的，结果
一进园区，就看到一大坨狗屎，多煞风
景啊！”市民郁女士表示，她不反对养
狗，但自行清理宠物的排泄物是狗主
人最起码的行为规范。

县城某超市停车管理员陈某在完
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也会带手打扫地
面卫生，他对宠物随处排泄的情况也
非常不满。陈某指着不远处的一排景
观绿化树告诉记者：“很多人牵狗出
来，有意让狗把大便拉在景观树下面，
等着环卫工人来打扫，我们看见了就
会帮忙弄掉，要不放在那边实在太不
雅了。”环卫工人张卫云说：“狗的粪便
跟一般垃圾不同，有时还不能用扫把，
要用铲子一点一点铲掉，尤其各住宅
小区门口，宠物随处排泄的现象非常
严重，清理工作量较大。”

市民郑建鑫看到记者在采访环卫
工人，他连忙赶过来说：“狗随地大小
便，尤其大便之后不清理，给环卫工人
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对环境造成很大
的污染，是很不文明的行为。”他呼吁
爱狗人士从自身做起，出门遛狗牵狗
绳，自备工具清理排泄物，为城市文明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菜一筷、一汤一勺”，餐桌文明
不仅是社会文明的缩影，还能有效防
止“病从口入”。今年，我县积极开展

“倡导使用公筷公勺”行动，倡导文明
用餐，纠正不健康的餐饮习俗，助力疫
情防控。

昨天中午，记者来到县城江枫海
韵饭店，餐厅经理徐冬梅告诉记者，
他们每餐都会主动向顾客提供公勺
公筷，“因为我们如东海鲜比较多，所
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分餐制。从厨房
里开始，我们就把汤或者羹分好，每

人一碗，每人
一勺，每人一
筷。”

随着公勺
公筷的普及，

餐饮业的碗筷数量增加了，但是服务
质量也相应提高了。与此同时，老百
姓的个人卫生防范意识也增强了。
居民钱红梅告诉记者，以前出去吃
饭，大家都是你一筷子，他一筷子，有
时候去夹菜的时候，还要避开别人夹
过的地方。“不过现在好了，很多饭店
都帮我们把汤舀好了，一人一碗。”

“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健
康饮食、餐饮卫生问题还是蛮注重
的。”居民郭俊杰说。

网络上曾有过这样一个实验视
频，8 名工作人员，分成“公筷组”和

“非公筷组”，分别试吃 8道菜。从实
验结果来看，大部分菜品在用餐后，

“非公筷组”的菌落总数都明显高于
“公筷组”。由此可见，使用公筷公勺，
不仅可以帮助大家养成定量取餐、按
需进食、文明用餐的好习惯，更重要的
是可以避免共同用餐时个人使用的餐
具接触公共食物，减少对菜品的污染，
从而降低病从口入的风险。

当前，我县已经把推行“公筷公
勺”纳入“如东市民文明行为二十条”、
居民公约和村规民约，常态化推进落
实。累计发放“文明用餐、公筷公勺”
倡议书5万余份，制作张贴海报、宣传

画和桌贴 8万余张，开展了 10多场次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现场咨询，
并组织了“如东文明新食尚”云访谈网
络直播，3万多居民在线收看、互动。

接下来，我县将继续强化责任落
实，提升推广质态，抓住各类食堂、餐
饮单位公共场所“第一主体”责任。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总监郁翠梅
表示，目前，我县对社会餐饮单位和农
村集体聚餐的民间厨师，开展讲公德、
重细节、做表率的活动，各个餐饮单位
也踊跃地签署了相关承诺。“我们也将
发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一旦发现餐
饮单位不提供或者拒不提供餐公筷公
勺的，消费者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会
约谈相关的餐饮单位。”

三元世纪城路面改造已完成70%
本报讯 （全媒体记

者 洪绍敏 徐悦箫）本月
8日，县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走进《如东县政风行风热
线》直播间，就我县“高质
量发展指标垃圾分类集中
处理率与老旧小区改造”

话题接受听众和网友咨询。节目下线后，针对听
众反映的县城三元世纪城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
中，附房与新铺设的路面高低差距太大的问题，
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实地查看。

听众反映的位置在县城黄海东路北侧居民楼
的背面，记者在现场看到，有些居民已经自行在附
房门前浇筑了简易斜坡，有些居民则在门前垫了几
块碎砖。县城管局物管科科长吴顺告诉记者，经过
实地勘查测量，新路面和附房存在约15厘米的高
差，出现这个高差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路面散水。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本周内县城管局将安排施工
人员统一浇筑散水斜坡，解决地面高差问题。

据了解，三元世纪城是今年我县老旧小区改
造计划中的小区之一，七秀小区、云路小区、黄海
路 1至 7号地块等除环元路以外的区域，路面已
被全部剖开，铺设雨污水分流管道，总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管道铺设完成后，经过素土夯实、垫层
浇筑保养和面层浇筑等工序，三元世纪城内的所
有路面将换上新颜。目前，重新浇筑路面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70%，预计10月中旬可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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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先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先锋 如东文明养犬社会观察（上篇）

文明不掉链 各方仍需努力
□ 全媒体记者 张予钦 张凯

普及公筷公勺 倡导文明用餐
□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吴莎莎

践行八礼四仪

傅国华：打造“南黄海第一村”
□ 全媒体记者 张予钦 朱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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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紧接第一版）要补短板，以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做优“精细
化”格局。二是要强意识、谋布局。要强化目标意识，高质
量完成今年的奋斗目标，高标准制定新一年的年度目标，高
定位谋划“十四五”中长期目标；要强化协同意识，强化大交
通、大城建的产业协同、技术协同、要素协同意识；要强化全
域意识，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推动城乡交通和建设管理职能
全域覆盖，在县域通盘谋划的基础上体现镇区特色。三是
要求突破、开新局。在精神气象上求突破，要站在新的战略
起点上提振新精神、优化新环境、营造新氛围；在城市景象
上求突破，要把人文理念、人本观点贯穿工作始终，把亲民、
爱民、富民、便民、执政为民体现在各个环节；在工程形象上
求突破，要坚持清单作战、合力统筹、跟踪问绩，对人大常委
会近年来针对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形成的审议意见、
主任会议纪要以及人大代表多次提出的议案建议进行“回
头看”。

陈昌龙还就“清水绿岸”提质行动重点工作和“问河长”
“问局长”整改情况融合督查推进、人大机关党组工作、人大主
任会议、人大常委会议、全县人大代表服务中心和“智慧人大”
建设、人大代表“五项行动”工作等 9月份人大相关重点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

马塘镇、河口镇汇报了今年人大代表“通达”行动开展情
况，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晓东就相关情况进行点评。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徐鸿斌、刘旭峰、陈晓莉参加会议。

县人大召开工作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