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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98周年之时，办事处及
社区的领导亲自帮我佩戴党徽，等于
给我上了一堂无言而又深刻的党
课。党仍然在关心我，我心里很温
暖！我将不忘初心，为党、为社会贡
献自己的一点余热。”近日，一封感谢
信，刷爆海安高新区中大街社区的各
个微信群。

这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来自中
大街社区党总支部普通党员马德祺。

马德祺今年65岁，有着40多年
党龄。退休后，他不幸患肺癌多次手
术，又接连遭遇妻子车祸、独生女儿病
逝等一连串变故。在社区党组织无微
不至的关怀和鼓励下，马德祺重新燃
起生活的希望，焕发一名共产党员的

“精气神”。

海安高新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推动党员干部以强烈的责任担
当、深挚的为民情怀和鞠躬尽瘁的奉
献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践行
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涌现出一批“三
不”党员干部。

“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党员
干部”

8月13日晚，宁海办事处组织全
体人员、辖区各共建单位、非公支部、
优秀党员代表等120多人开展“凝聚
筑梦力量、礼遇最美党员”观影活动。
观赏完电影《桂香街》后，大家纷纷被
全国劳模、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常州吊
桥路社区原党委书记许巧珍为国家服

务、为基层百姓服务的感人事迹深深
打动。

老党员张琴感慨，她从许巧珍身
上感受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优良作风，她也将守初心、担使
命，继续发挥好正能量，为社区发展作
出更大奉献。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去
年8月，海安高新区兴环村年轻干部
徐佳骥头顶烈日，蹲在沟渠旁吃快
餐的照片不经意间走红网络，引得
众多网民纷纷点赞。如今，徐佳骥
已是一名正式党员。“坚定的理想信
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我
会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永远保持一颗对群众的赤子
之心。”

“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党员
干部”

一面锦旗，代表一份肯定。不久
前，仁桥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数十
名村民敲锣打鼓地将绣有“修桥筑路
为人民，桩桩件件办实事”“矛盾纠纷
沿路而解，组内和谐万分感谢”的两面
锦旗送到村两委。

原来，当天是仁桥村12组水泥路
建成通车和东西水泥路亮化工程竣工
的日子。长期以来，12组村民出行是一
条坑洼不平的泥土路。由于诸多原因，
修路计划一再被搁置。拥有一条像样
的出行路，是村民们的心愿。

“对待群众，的合理诉求，我们绝对
不能‘打乒乓球’，把事情推来挡去！”在
新任村党总支书记和党员干部的共同

努力下，12组的道路改造被正式提上日
程。筹措资金、道路布线、清除路障、化
解矛盾……一个个“拦路虎”被村干部、
老党员和热心村民们逐一清除。“感谢
党员干部们不忘咱老百姓，为民办了一
桩大实事。”村民周佚民感叹。

“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党员
干部”

7月29日，周吴村10余名村民代
表来到村党群服务中心，把一面绣有

“思民生解民忧，做实事暖民心”的锦
旗送到村党总支书记崔卫华的手中。

今年上半年，周吴村盈拓生态园
引进一个大型游乐场项目。而在游乐
场开业期间，周吴村4组村民因盈拓
生态园用地问题产生纠纷，影响游乐
场正常开业。闻讯后，崔卫华迅速带

领村两委会一班人前往劝导、调解。
原来，纠纷是征地赔付款因程序时间
长导致未全部到位而引起。了解事情
原委后，崔卫华带领村两委联系协调
相关部门，又将处理程序向群众细致
解释。“群众的合法利益我们一定要保
护！在处理过程中一定做到一碗水端
平，公平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崔卫
华说。“村干部们放弃假期休息，积极
化解矛盾，群众打心眼里感谢。”村民
们对此称赞。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就是要用党的先进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
围，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
部队伍。”海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勇华
表示。 赵 孟 孙 锋 段红波

以行践言，海安高新区涌现一群“三不”党员干部

本报讯 为充分展示江苏高速
美食、美景、美味，提升苏高速服务
区服务品质，10日，江苏交通控股
有限公司在宁杭高速东庐山服务区
举办第二届“苏高速·茉莉花”美食
节暨厨艺大赛。

来自江苏交通控股系统17家
公司的50余名选手现场进行“厨
艺争霸”，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
观看、品尝。评审组组长、江苏省
工商联餐饮商会副会长沈加华在
点评时表示，此次参赛菜品无论是
创意创新、制作水平都让人大开眼
界，充分展示了江苏交控系统服务
区从业人员的餐饮制作水平，同时
也体现出江苏高速服务公众出行
的执著追求和良好精神风貌。

（梅剑飞）

“苏高速·茉莉花”
美食节飘香服务区

本报讯 9日临近中午时分，
扬州南通西路上的鲜生活果然100
旗舰店里坐满身着工作服的环卫
工。他们吃着水果、喝着饮料，享受
片刻的休息时光。当天，这家水果
店挂牌成为“爱心驿站”，平时该店
可为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交通警

察、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
水、就餐、如厕、休息等服务。

“安康·爱心驿站”是扬州市广陵
区总工会打造的一项服务户外劳动者
的公益品牌。当天，又有10多家“爱
心驿站”挂牌迎客。

（张 晨）

扬州为户外劳动者建“爱心驿站”

“俺们村这些年的变化可大
了！”初秋，新沂邵店镇沂北村村民
肖志勇在自家门前打理紫薇，他乐
呵呵地告诉记者，村里这两年环境
整治搞得好，原先的臭水塘变成了
公园，乡亲们茶余饭后有了遛弯聊
天的好去处。

近年来，沂北村因地制宜、全面
打造生态村，先后被评选为全国第
一批“美丽乡村试点村”，获得省“生
态村”、省“三星级康居乡村”、省“卫
生村”等荣誉称号。那么，沂北村从
前是啥样？那还得从厕所说起。

“一池三改”，
迎来两次“厕所革命”

走进沂北村，村道干净整洁，处
处绿树掩映，河道内大片莲叶叠翠
交织，一栋栋崭新的小洋楼坐落在
丰沛的苗木中，隔一段路便设有小
型公厕。

“2001年，村里还全是土路，家
家户户门前都是村民自己垒的厕
所、猪圈、草垛，一到下雨天，粪水顺
着土路到处流，环境极其脏乱差。”
沂北村党支部书记陶加龙告诉记
者，省里推动新农村建设，2006年
沂北村赶上了“老村庄改造试点”这
班快车，成为新沂市第一批改造村，
并争取到政府20万元的资金用于
村庄建设。

沂北村计划先修路，头等要事
就是组织村民清理各家门前侵占

道路的厕所和猪圈。路修好后，全村
又统一建厕标准，村民每家每户出
1000元，村里补贴2600元，用于开
展“一池三改”，即沼气池和改灶、改
厕、改圈，新厕所建在各家门口，与之

“标配”的还有一个规定面积的猪圈
和沼气池。

肖志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养
猪1年能赚4000多元，猪圈和厕所
的粪便流到沼气池，使用沼气日常
生活还能节省一笔家用。“全村铺上
了水泥路，厕所、猪圈也规整了，村
容为之一新。”

2017年，随着村经济发展，原来
的猪圈逐渐被村民废弃，沼气池也大
多停用，沂北村又迎来第二次“厕所革
命”。村里用一年时间，拆除400多处
厕所和猪圈。随着村地下排污系统完
善，这次新厕从户外转移到了户内，家
家用上了卫生便利的冲水厕所。而清
理出的公共空间，变成了户户门前的
小花园和村道两侧的绿化带，并由村
里统一种植花木，所得利润村民和村
集体“三七分成”。

特色定位，
“小厕所”融入“大棋盘”

记者走进位于沂北村村部旁的一
处公厕，七八个平方米的空间内设有
4个蹲坑，水箱定时冲水，天气虽热，
但公厕内却不见任何蚊虫，也无异味，
十分整洁。

“目前我们全村共有12个公共厕
所，这覆盖率比城里都高哩！外地游
人夸赞我们村设施齐全，公厕功不可
没！”沂北村的公厕保洁承包人童万生
自豪地说。

“厕所看似小事，却是关系到我们
村发展旅游经济的基础一环。”陶加龙
告诉记者，发展乡村旅游是沂北村制

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此他们聘请
专家编制了《沂北村村庄规划及美丽
乡村建设总体规划》。“我们尽全力将
规划落到实处，努力补齐影响村民生
活品质的短板。”

发展乡村旅游，光有“硬件”还不
够，还要有特色产业。“我们村依托邵
店镇花木之乡的优势，全力发展花卉
苗木产业。”陶加龙说，厕所、猪圈整改
不仅美化了村庄环境，还腾出了大量
公共空间，近年新增200多亩公共土
地加入苗木种植，不仅带动了部分村
民就业，还实现每年村集体收入增收
40余万元。

李艳宾是村里的花木种植大户，
村集体空间整改后，他承包了308县
道沂北分段两侧的900多米航道树，
共种植1000余棵乌桕和2000余棵合
欢。“这些乌桕是3年前种下的，当时
买树苗才18元一棵，如今已经长成
12厘米粗直径的成树，现在这样一棵
乌桕市场上能卖到700元。”

“两笔账”，
乡亲为何都“买账”

从2006年至今，沂北村共算了两
笔账：一笔是建户厕、建猪圈；一笔是
拆猪圈、建公厕，陶加龙坦言，2017年
第二次整改时他颇有压力，怕乡亲们
有意见。然而事实却让他喜出望外，
村民与村党支部齐心协力，工作进展
非常顺利。

2006年，市里拨的村庄建设资金
还未发放，村里的第一条水泥路已经
先铺了出来，老百姓们都很高兴：“下
雨天脚上终于能不沾泥了！”他们找到
陶加龙提议说：“村里的土路太脏，能
不能都修成水泥路？”彼时，村内资金
不足，陶加龙和几个村干部想办法：

“先让各家各户把门前的厕所、猪圈清

出来，钱不够就打砂石路！”
紧接着，村里新路验收成功，上

级鼓励：“哪个村干得好资金就倾斜
给哪个村。”有了政策支持，沂北村党
支部班子的干劲更足了，带领全村上
下一条心，大家加班加点拆厕拆圈，
一条条村道被风风火火清了出来。
只一年时间，村里十几条路全部实现
硬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环境治理好了，下一步怎么办？”
陶加龙思考如何鼓起村民钱袋子。说
干就干，村支部党员下苏南、走山东，
找来了反季蔬菜种植大棚这一适合沂
北村的特色农业产业。

“一开始农户们犹豫不敢尝试，
我们就组织乡亲们去各地实地考察；
农户们怕不懂技术，我们就请来专家
答疑解惑。”陶加龙说，为了让这个项
目落地生根，村里专门从集体经济中
拿出一部分钱，给每个承包户补贴9
万元，就是为了让乡亲们放心大胆地
去干。

承包户李大勇之前在外地打工，
听闻家乡的变化，他决定返乡创业。
如今在家门口致富的李大勇告诉记
者，单是他承包的一个棚，今年的纯利
就能达到10万元。“如今村里环境好
了，生活质量高了，明年我打算再承包
一个棚，日子就更有盼头了！”

“目前增加集体收入还是我们村
发展的难题，沂北村交通区位不好，不
利办厂，村里这些年建设的刚性支出
大，管理也需要花费。”陶加龙说，给乡
亲们打造一个美丽家园，满足村民日
益增长的生活需要，是村党支部的长
久目标。

相信不久的将来，农村不仅仅是
一个“回得去”的家园，还是一个令所
有人艳羡驻足的“桃花源”。

本报记者 岳 旭 李先昭

美丽乡村，“厕事”算出“两笔账”

本报讯 “下面，有请鲁超校长
向孙现亮先生赠送‘爱心企业家’铜
牌，感谢他扶持家乡教育事业的发
展。”9月10日，在东海县房山中心
小学第35个教师节表彰会现场，孙
现亮在百余名教师的热烈掌声中，
走向主席台。

“今年教师节，孙现亮先生向我
校捐10万元现金，用来嘉奖在乡村
小学默默耕耘的园丁们。我代表学
校对他的这种浓浓的家乡情结、厚
重的教育情怀表示衷心地感谢。”主

席台上，鲁超郑重地将闪闪发光的铜
牌交到孙现亮的手中。

今年58岁的孙现亮是土生土长
的房山人。1980年，孙现亮高中毕业
后便参军入伍。转业后，孙现亮不仅
完成了继续教育学业课程，还通过自
己的努力从文员成长为项目经理。“那
些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教育战线上的
乡村教师们，更需要社会多关注与鼓
励。我愿意与学校一起，为老师们做
点事。”谈起此次捐款，孙现亮直言。

(吉凤竹 王海英)

东海百名教师收到爱心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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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泰州市海陵公安分局京泰派出所民警在吉得堡泰东幼儿园，为小朋
友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防拐”教育课，增强孩子们防拐骗意识。 王 源摄

▶上接1版 去年3月，张家港市经
开区（杨舍镇）善港村向高峰村伸出援
手。“这一年多，村里的变化比过去十
年都大！”高峰村村支书罗文武说，“外
出打工的村民们春节回来都惊讶极
了，好几个人过完年就留在家门口工
作了。”

作为贵州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铜
仁所辖10个板块曾经均为贫困县。
为了更好更快地“携手奔小康”，苏州
10个区（市）分别与铜仁10个区（县）
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在此基础
上，苏州进一步推动基层单位、条线单
位、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等与铜仁各部
门广泛结对，镇结对镇，村结对村，学
校结对学校，医院结对医院……甚至
兜底到户，鼓励党员户与贫困户“结
亲”，“一户一策”地想扶贫点子，真正
将“精准”落到实处。

如何带着铜仁“亲戚”携手奔小

康，苏州10个板块利用自身优势“各
显神通”。常熟为对口帮扶的思南县
引来茶叶项目。“常熟产茶，有技术；常
熟人爱喝茶，有市场。思南日照少、雨
水多、无污染，也适合种茶。只要品质
好，不愁销路。”常熟挂职帮扶干部、思
南县委常委、副县长王晓东说，发展这
个项目，常熟帮扶团队心里有底。果
然，今年3月第一次采摘茶青就为村
里带来20多万元的毛收入，不少原先
心存疑虑的村民一下子心服口服。

截至目前，苏州100个镇（街道、
开发区）、409个村（社区、协会、商会、
企业）与铜仁122个贫困乡镇、446个
贫困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其中，铜仁
全市319个深度贫困村实现结对帮扶
全覆盖。

苏州鸡头米种到铜仁大山深处

“这个中秋小长假，苏州人可以

吃到松桃的鸡头米了。”9月 9日一
早，铜仁松桃县长兴堡镇白果村，
1000斤鸡头米果肉“搭”上快车前往
苏州。松桃白果吉祥芡实种植专业
合作社种植基地的苏州帮扶技术指
导俞大弟介绍，目前白果村种植了
120亩鸡头米，按今年60-70斤/亩
的产量、100-120元/斤的市场价来
算，每亩地产值约七千元。在鸡头米
上市的季节，村民们还能有额外的收
入：采，100元/天；剥，25元至30元/
斤。很多人感慨：比过去种玉米红薯
强多了！

“铜仁最大的资源是什么？好
山好水好生态。”正是看中这一点，
苏州工业园区将鸡头米种到了千
里之外的大山深处。包括鸡头米
在内，苏州帮助铜仁发展了若干个
高附加值的农业扶贫项目。比如，
相城区携手石阡县打造相城·石阡

共建农业产业园，总投资 3200 万
元，规划建设彩色花卉产业园、蓝
莓采摘园等；吴中区携手德江县打
造吴中·德江共建农业产业园，总
投资 3700 万元，选择食用菌作为
主打产业，目前已经建起 3个食用
菌基地……

今年以来，苏州通过苏铜扶贫协
作平台帮助铜仁市引进东部企业47
家，实际投资27.2亿元。其中，位于
铜仁碧江区的铜仁·苏州产业园就引
进了鸿典新材料、同仁之光LED等多
个苏州项目。近3年来，苏铜两市累
计共建产业园区17个，引进以江苏为
主的东部企业142家，实际到位资金
134.2亿元。

“授人以渔”赢得满堂喝彩

再过几天，苏州技师学院电气自
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的“铜仁

班”将首次开班，33名铜仁学生将在
这里度过3年学习时光。苏州市人
社局副局长谭国明介绍，“铜仁班”招
收的都是铜仁当地贫困家庭的孩子，
不仅免收学杂费，每月还补助800元
生活费。学生毕业后，苏州和铜仁的
人社部门将为他们推荐两地的就业
岗位。“孩子有出息，将给整个家庭带
来希望。”

打好脱贫攻坚战，人是最关键因
素。苏州一方面积极为铜仁干部群众
提供就业、培训、学习的机会，另一方
面更是持续不断地把优秀人才队伍送
到铜仁。2017年以来，铜仁先后有
4326名党政干部、2570名专技人才
来到苏州培训、进修。苏铜两市互派
448名党政干部和 3387 名教育、卫
生、农业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开展
双向挂职交流。

“就拿医疗帮扶来说，不应盲目

追求高精尖，眼下最迫切的提高当
地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能力和危
急重症疾病的急救能力。”从去年江
苏盛泽医院副主任医师戴骏开展首
例药物溶栓病人开始，来自吴江的
帮扶医生一个个传棒接力，终于在

“第四棒”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主治
医师邵嘉鑫手上，一个规范化的卒
中中心从无到有，印江县人民医院
的急救急诊水平有了质的提高。

在持续的双向交流中，两地干
群结下了深厚情谊。“刚到铜仁时，
听不懂方言。渐渐地，苏州干部几
乎都被‘逼’成了半个翻译。”采访
中，一位苏州干部笑着说，“现在，我
们甚至可以用铜仁话和老乡打招呼
了。铜仁干部工作时也很少再说方
言，既照顾到苏州同事，政府办事也
因此变得更加规范。”

本报记者 孟 旭

本报讯 “小区雨污管网改造
后，往年坐在家中‘看海’的场景再
没出现。”近日一场大雨突袭后，泗
洪县南山龙郡小区的住户梁丽华看
着基本干燥的路面，高兴地说。

小区雨污管网的及时改造，得
益于该县人大开通的“民意直通
车”。“全县共有各级人大代表
1800余名，他们在走访调研中收
集到不少民意和意见。但按惯例，
这些建议只能在每年人代会期间
向大会提交，从会后交办到落地生
根，手续多、见效慢。”泗洪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冯同军说，为改变这种
现象，该县从去年开始开通“民意
直通车”，人大代表将民生难题和
发展建议，通过县人大网站、邮箱

和代表小组上报等方式汇集到县人
大。县人大办公室每月对收集的内
容进行筛选、整理，讨论通过后，报送
县委县政府，促进民生难题快速解
决。同时，设立互动机制，及时反馈
领导批示和解决情况。

县人大代表张文军听到群众反映
电瓶车充电难，撰写了《关于在县城居
民小区建设投币式充电站的建议》，通
过“民意直通车”报送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很快，该县将电动车充电桩建
设工程列入2019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计划投资2000万元，在县城小区建成
2000套智能充电桩。数据显示，该县

“民意直通车”开通一年半时间，先后
解决49个民生热点、痛点、堵点问题。

（潘 浩 许 哲 徐明泽）

解决民生热点、痛点、堵点

泗洪开出民情民意“直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