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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根据国家关于2022年国庆节放假的通知要求，《张家港日报》10月

2日—7日休刊，8日（周六）正常出报。假日期间的新闻，请关注“今日张
家港”APP，“张家港发布”公众号，“偶俚张家港”公众号、视频号、抖音
号，“张家港新闻”视频号。

张家港市融媒体中心（传媒集团）
2022年10月1日

9月30日，后塍街道党工
委组织后塍学校学生开展“祝
福 祖 国 喜 迎 国 庆 ”主 题 活
动。学生们通过参观红色报
展、传唱红色歌曲、学习国旗
知识、我与国旗合影等活动，
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美
好祝福。

融媒特约记者 施柏荣
李永芳 摄

祝福祖国
喜迎国庆

电子烟作为香烟的电子化产
品，近年来，因其颇具特色的调
味，加上有些店家打着“无毒无
害”“戒烟神器”的噱头来宣传，受
到了部分烟民和青少年的青睐，而
按照电子烟监管过渡期的规定，今
年10月1日,《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

准》全面生效，所有水果味电子烟
全部下架。

《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禁止销
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
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记者了
解到，目前多个电子烟品牌的主力
产品均为水果口味，《电子烟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施行对电子烟经销商
有什么影响？“口味不那么丰富了，
就目前来看的话，门店的营业额多
多少少会有所下滑。”某电子烟门店
店长介绍。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使用
电子烟的人数超过一千万，年轻人
使用比例相对较高。水果、食品、
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
较强的吸引力，容易诱导未成年人
吸食。肺病科医师表示，取消调味

电子烟可以防止吸烟者特别是青少
年成为吸烟人群。“一开始，这部分
青少年并不是一个吸卷烟的人群，
但是可能会被各种口味的电子烟调
味剂吸引，去购买并使用电子烟，
吸食后逐渐对尼古丁产生依赖，最
终变成真正的烟民。”市第一人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徐春
明介绍。

那么，所谓无二手烟危害、比
香烟更健康的电子烟真的没有危害
吗？目前研究表明，电子烟中的尼
古丁和调味剂，以及吸食产生的气
溶胶，存在健康风险。“电子烟也会
类似卷烟诱发心脏病、肺部疾病、
脑中风甚至肿瘤。”徐春明表示，
《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全面生
效，将进一步规范电子烟行业发

展，这也将是电子烟产业规范发展
的新起点。

吸烟有害健康，并非说说而
已，任何形式的香烟都对人体存在
一定危害。尤其是青少年，更应自
觉抵制吸烟，千万不要抱着新奇、
侥幸的心理去吸食。

烟草口味外调味电子烟成为过去式
□融媒记者 陶子阳 见习记者 金心悦

本报讯 （融媒记者 陈进元）
昨天上午，市政协开展《关于在幼
儿园普遍开设托班的建议》重点提
案督办活动。市政协副主席陈世海
参加活动。

督办组先后实地视察了新塘幼
儿园和北庄幼儿园，并召开座谈
会。在听取了市教育局和市卫健委
的情况通报后，提案人和委员代表
们在协商讨论中，就加快幼儿园托
班建设，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
陈世海指出，要聚焦民生关

切，一体化推进托班建设，持续增
加托班资源供给，同时，全力推进
普惠托育提质扩面，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各相关部
门要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工作合
力，共同推进提案办理；要加强统
筹推进，加大教育支持和投入，加
速推进教师专业成长，保障持续发
展。

市政协开展《关于在幼儿园普遍开设托班
的建议》重点提案督办活动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晓鹏 见习
记者 石藜 张楚）近日，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组织邀请全市11名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以及文明家庭代
表一起切蛋糕、吃“国庆面”，共同为
祖国庆生，共倡节日新民俗。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卫兵参加活动。

“在国庆节前夕吃到这碗‘国庆
面’很有意义，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
越富强。我也将带动我的家庭一
起，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为社
会进一步营造文明和谐的氛围，将

‘文明之风’吹遍港城大地。”江苏省
文明家庭代表沈琳说。

活动中，大家就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重要回信精
神进行了交流座谈，大家畅所欲言，

分享学习感悟。中国好人黄萍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的
回信让她深受鼓舞，现在老百姓的
日子越来越好，国家也越来越强大，

“作为中国好人，我将发挥自身的力
量，带动身边的人向上向善，更好地
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全国道德
模范1人、提名奖3人，“中国好人”
29人，江苏省道德模范7人，“江苏
好人”41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100”实现大满贯。围绕加强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我市将持续
深入开展寻找身边好人“张闻明”活
动，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不断
挖掘、培育、选树、宣传、关爱先进典
型。

全市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共吃“国庆面”

本报讯（融媒记者 张纯）昨天
上午，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医保
局、市慈善总会等部门，为家住大新
镇朝东圩港村的居民肖阿姨送去1
万元医疗专项救助慈善基金补助
金，这是我市发放的首笔医疗专项
救助慈善基金补助金，标志着该基
金正式进入救助实施阶段。

“术后身体情况如何？什么时
候复查？”在肖阿姨家中，市民政局、
市慈善总会等部门负责人关切地询
问她的近况，叮嘱她加强营养，注意
休息。今年78岁的肖阿姨因突发
全身及巩膜黄染被市中医医院收住
治疗，考虑胰腺占位性病变，手术指
征明确。

在术前谈话沟通中，医院考虑
到肖阿姨年老体弱，手术创伤大，
难度系数高，经与家属协商，建议
请外院专家会诊手术。经了解发
现，肖阿姨是计划生育特别帮扶家
庭，符合今年7月试行的医疗专项
救助慈善基金补助对象要求，于是
立即为其提出申请，根据医疗专项
救助慈善基金实施方案和相关流
程，联系市外指定定点医疗机构专

家为肖阿姨进行会诊手术。手术取
得圆满成功，目前肖阿姨恢复情况
良好。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医疗专
项救助慈善基金是今年我市创新设
立的慈善基金，对在我市三级医院
引进市外指定定点医疗机构专家，
实施会诊手术的特定患者，给予专
项补助，旨在进一步减轻患者医疗
支出负担。

“医疗专项救助慈善基金的救
助对象主要面向本市户籍的低收入
人口、困境儿童、生活困难残疾
人、计划生育特别帮扶家庭等特殊
困难群体，以及本市户籍获得市级
以上褒扬的先进对象。”市民政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马筱宇介绍，根
据手术大小、病种情况，医疗专项
救助慈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救助对
象给予1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
救助标准，该基金正式进入救助实
施阶段后，将充分发挥好慈善第三
次分配作用，健全缓解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长效机制，提高重大疾病
保障水平，推动医院重点专科建
设，提升我市医疗服务能力。

我市发放首笔
医疗专项救助慈善基金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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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孟子所描述
的理想社会的形态。在南丰镇，殷
志兰和她的团队通过年复一年的志
愿服务，诠释了“百善孝为先”的
崇高美德。

圆脸、细眼，爱笑，一笑起
来，眼睛成一条缝，殷志兰就是这
样一位面容慈善的老人。很难相
信，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老人，曾
经一个人伺候过8位老人。

20世纪50年代，殷志兰出生在

南丰镇新德村的一个普通家庭。7岁
那年，由于家庭过于贫困，她被过
继到姨妈家。结婚时，殷志兰与丈
夫约定“结婚不离娘家”，以便照顾
生父母、养父母以及膝下无子的大
伯大娘6位老人。婚后，加上公公
婆婆，她把照顾8个“爹妈”的责
任扛在肩头。“照顾老人是我的本
分，我不照顾谁来照顾呢？我不埋
怨，也不难过，只有往前走，日子
才会越过越好！”殷志兰说。

前些年，殷志兰相继送走了亲
生父母、大伯大娘、养父和婆婆，
剩下90多岁的养母在殷志兰的悉心
照顾下安享晚年。照顾老人的担子
变轻了，按理殷志兰也该好好休息
休息了，可她就是个闲不下来的
人。2016 年年初，殷志兰来到村
委，提了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想
法——她要做一名志愿者。2016年

4月，一个以殷志兰名字命名的志愿
服务队正式成立。

在殷志兰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
下，又有多名与殷志兰志同道合的
中老年人加入了“殷志兰志愿服务
队”。“我们团队主要帮助残疾、孤
寡老人理发、擦身、打扫卫生等。
一个人忙惯了，闲下来反而不自
在。虽然我现在也老了，但我感觉
帮助这些老人很开心，能够干一天
就干一天，能够干一年就干一年，
直到我干不动为止。”殷志兰自豪地
说。截至目前，殷志兰志愿服务队
人数已达30余人，在殷志兰的带领
下已经累计开展助老志愿服务活动
134次。

多年来，殷志兰夫妇对8位老
人的精心照顾，家人上行下效，形
成了孝老敬老的优良家风。“奶奶就
像是敬老院的院长，看着奶奶做志

愿服务，我也常常帮她的忙，一起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殷志兰的孙
女殷佳欣说。

近年来，殷志兰先后获评张家
港市第二届“道德模范”“苏州好
人”“江苏好人”；2017年，殷志兰
家庭获评首届江苏省文明家庭；
2018年2月，殷志兰入选“中国好
人榜”；2021年，殷志兰获评“江
苏省道德模范”。

人们常用“蕙质兰心”来形容
女子心地善良，品质高尚。很多人
说，殷志兰就是这样的女子。殷志
兰告诉我们，无论家境如何，只要
有着善良的秉性和勤劳的双手，日
子一样过得有滋有味。殷志兰也用
平凡的人生诠释了“百善孝为先”
的美德，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

殷志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融媒记者 陈进元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我市收听收看
省委常委会会议并召开续会

（上接1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新征程上，我们赓续英烈精
神、汲取前进力量，一定能够谱写
新的更加辉煌的篇章。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

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
纪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
委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
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
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
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获得者
代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
献集体和突出贡献个人代表，首都
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上接1版） 要抓牢社会面管控，
督促重点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查码、
扫码登记、佩戴口罩等措施，对聚
集性活动提前做好风险预判。要强
化宣传引导和联防联控，倡导就地
过节，引导群众遵守防控规定，压
紧压实四方责任，筑牢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

会议指出，要强化底线思维，
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要压紧压
实各方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把安全
要求贯穿到各项工作全过程，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落实落
细防范措施，聚焦重点领域，全面
开展排查整治，做到“不忽视一个

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不漏掉一
个盲区”，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做
到清单化管理、闭环化销号。要精
准研判安全风险，全面细致开展分
析研判和排查治理，做到早研判、
早预警、早处置。对容易反复的问
题，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强化督
导、一抓到底，要强化应急值守，
以周全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会议要求，要从严落实管控，
紧盯各类风险隐患，用好各种网格
资源，加强信息收集、研判预警，
全力做好维稳安保各项工作。要抓
好社会面治安防控，最大限度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政治安全、社
会安定、人民安宁，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上接1版）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历史伟业。坚持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国际
和地区合作，促进人员交流，携手
应对全球性挑战，共促世界和平稳
定与发展繁荣。

李克强最后说，辉煌业绩是实
干创造出来的。我们要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
砥砺前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
举杯共贺新中国成立73周年，同祝
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中
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主持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
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
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
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
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曾担任中
央军委委员的同志。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
人，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

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负责
人，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
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
代表人士，在京的部分香港特区人
士、澳门特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
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
也出席了招待会。

国 务 院 举 行 国 庆 招 待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