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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和国同龄的我，亲眼见证
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感受
到新中国的伟大飞跃。2016年，小
区居民陆续入住，我看那些装修废
弃的大理石板和实木地板实在可
惜，于是就地取材，拿回家练习雕
刻，没想到能够受到群众的喜欢和
好评，十分感激。”14日上午，南通
开发区竹行街道滨河公园文化长廊
中，看到许多居民被自己作品吸引
而驻足观看，黄镛感慨地说。

黄镛退休之前在东南大学医学
院任教，早年就喜欢书法和雕刻，退
休之后回到家乡，开始耐心钻研雕
刻。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造出
各种各样的文化雕刻作品，在南通
开发区相关部门及街道帮助支持
下，又将这些雕刻无偿捐献给社区
进行长期展出，满足人民群众对文

化生活的需求。
“每当我和夫人在小区内散步

或在滨河公园里晨练，邻居们都会
主动打招呼，称呼我为黄教授，使我
倍感亲切和温馨。我深深地爱着生
我养我的这片土地，爱着拔地而起
的高楼和小区内的一草一木，我想
让这些作品在小区中做一些小‘点
缀’。”黄镛笑着解释自己无偿捐赠
的举动。

他的展示作品，不仅寄托对伟
大时代的歌颂和对家国情怀的赞
美，也以自己的独特视角以及技巧
描绘出传统文化，充分展示出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去年11月
雕刻展开展以来，众多居民到场参
观，黄镛先生也多次个人出资对展
示作品进行维修与更换，众多居民
对雕刻技艺产生浓厚兴趣，小区文
化传承氛围愈发浓厚。”瑞兴社区党
总支副书记施文武介绍说。

“雕刻作品首先要构思，按照不
同的底材选择雕刻方式，一刀一刀
地精修、打磨，重复多次，才能呈现
出层次丰富的雕刻，外头有些雕刻

作品能够借助机器来描摹完善，虽
然更完美，但似乎缺少了一些人情
味。”黄镛笑着说。一般的作品，黄
镛从构思到成品要一个多星期，复
杂的作品甚至要忙个把月。“雕刻是
中国工艺美术中一项珍贵的艺术遗
产，但现在了解的人却越来越少，实
在可惜，我希望能够有更多青少年
了解这些传统文化，把这个传统文化
传承下去。滨河公园边上就是小学
和中学，我希望能够在环境的潜移默
化影响中，让社区青少年感受到雕刻
的魅力，让这种传统艺术进入千家万
户。”这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教授，
为社区的文化传承还操着心。

瑞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夏健表
示，美好的生活就在身边，更加美好
的生活正在被创造。黄镛的作品题
材丰富，充满正能量，作为身边的

“草根大师”，他不仅拉近了社区居
民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同时能
够有效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自信及
文化内涵，对营造社区文化氛围，具
有很好的代表意义。

本报通讯员杨霓霞

退休教授就地取材，创造出雕刻作品捐赠给社区作展览——

拉近居民与传统文化的距离

艺术家进基层
迎重阳乐开怀

晚报讯 21日，南通艺术
剧院走进崇川区永兴街道永和
佳苑社区，为社区老人送上一
份重阳文化盛宴。

尽管天空飘着毛毛细雨，
但是挡不住大家的热情，艺术
家们不顾风雨，出色的演出赢
得了居民热烈的掌声。

通讯员张敏

五谷创意贴图
情暖重阳佳节

晚报讯 20日，在重阳节
来临之际,崇川区新城桥街道
易家桥社区妇联、工会联合社
区老年科普大学，开展“爱国敬
老 情暖重阳”主题活动。

活动中，老人们一起制作
五谷杂粮创意贴图。经过大家
精心设计和共同努力，一颗颗
小小的种子汇聚在一起，组成
了一幅“祖国万岁”创意五谷
图。 通讯员吴忠美

办象棋精英赛
老年选手竞技

晚报讯 18 日，2020 年
“高秋聚贤杯”南通市区象棋精
英赛在崇川区唐闸镇街道西洋
桥社区举行。

比赛中，市区36名老年选
手斗智斗勇，各显身手，在棋盘
上布兵排阵，现场气氛紧张激
烈。 通讯员陆霞

引导健康饮食
筑牢安全防线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永
兴街道永兴佳园社区开展食药
安全专题讲座，得到居民一致
好评。

此次讲座旨在进一步关注
食药安全，正确引导居民群众
选择健康的食品，养成合理健
康饮食习惯，筑牢食药安全防
线。 通讯员陈婷婷

组织观影活动
鼓舞党员士气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新
城桥街道濠景园社区党委、工
会、监委会组织辖区党员、企业

职工观影《我和我的家乡》。
本次观影活动让党员们深受

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接过时代
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发扬吃苦耐
劳的精神，为家乡建设、祖国复兴
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通讯员张璐

自觉接受监督
增强防范意识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审计
局、天生港镇街道爱国村、虹桥街
道新东社区联合开展“自觉接受监
督，增强防范意识”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大家纷纷表示，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
念，把廉洁自律根植于心，把廉洁
奉公外化于行，在新一轮崇川建设
中担当作为。通讯员黄建琴 徐莺

强宣传抓巡查
做好秸秆禁烧

晚报讯 连日来，崇川区天
生港镇街道白龙庙村村干部、网
格员及志愿者主动作为，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有序开展秸秆禁烧
宣传及巡查工作。

在做好宣传引导的同时，白
龙庙村不断强化监督巡查工作，
推行秸秆集中堆放清收，加强综
合利用，从根本上解决秸秆出路
问题。 通讯员严玉华

走近医护人员
开展新法宣传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秦灶
司法所携手江苏崇诚律师事务所，
走进市第六人民医院，为全体医护
人员开展《民法典》普法宣讲。

此次宣讲针对医疗机构特殊
性，侧重讲解《民法典》中对于医
疗损害责任的相关内容。宣讲结
束后，宣讲人员还与医护人员们
进行了交流，为大家答疑解惑。

通讯员胡倩茜

巾帼志愿助力
开展人口普查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陈桥
街道树北村妇联发动巾帼志愿者
力量，积极投入人口普查工作。

巾帼志愿者们包干到组，开展
各种宣传，并按村民现住地挨家挨
户上门登记填表，确保普查结果不
重不漏、准确无误。

通讯员白小平

晚报讯 秋收伊始，为保护
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崇川区
秦灶街道西安桥村多措并举推进
秸秆禁烧工作。

西安桥村干部化身“文明小
喇叭”，深入田间地头，早上、中
午、下午、晚上，一天4次，轮流在
村道路上巡回宣传。

与此同时，该村采取“人防+
技防”“空中+地面”的方式全天

候全方位开展秸秆禁烧巡查工作，
还投入一台无人机到巡查工作中。
在无人机“天眼”视角下，任何炊烟
和黑斑异动都能够早发现、早控制。

此外，西安桥村退役军人服务
站组织辖区退役军人组成秸秆禁烧
志愿巡逻队，及时发现焚烧苗头，排
除焚烧隐患，确保全村范围内“不燃
一处火，不冒一处烟”。

通讯员陈卫国 曹云霞

21日，南通开发区新
开街道星海社区联合专业
医疗机构，为社区老人提
供中医养生保健讲座，并
免费提供测量血压、血糖
等诊疗服务。 陈婧倩

过去，因生活条件、社会资源等
各方面的不足，很多夫妇没能拍上
美美的婚纱照。为了弥补这种遗
憾，近期，市总工会携手中国人像摄
影协会，共同举办“摄影进万家，关
怀暖人心”——为中老年人免费提
供婚纱摄影公益活动，给40到75
岁的社区居民，特别是家庭困难的
中老年人提供婚纱摄影服务，并赠
送照片，圆他们的婚纱梦。

19日上午，南通开发区中兴街
道望江社区文化休闲广场上充满浓

浓的爱意和欢笑声。辖区8对老人
们穿上婚纱、唐装，在此拍摄婚纱
照，将幸福美好的瞬间定格。

参与补拍婚纱照的老人早早来
到社区，化妆师为大家化妆、做头
发，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新郎”西装笔挺，神采奕奕；“新
娘”身穿洁白的婚纱妩媚动人，比起
年轻人毫不逊色。

64岁的韩秀国与妻子鞠友银
结婚36年，得知举办这样的活动
后，老两口高兴得合不拢嘴，特意赶

来拍照。拍摄中，两人换了两套礼
服。“以前没这个条件，现在终于有
机会，弥补了我们年轻时的遗憾。”

“拍摄完成后，社区会将老人
们最满意的两张照片，做成一幅24
寸放大绢丝挂轴和3张7寸照片，
免费赠送，希望借此活动弘扬敬老
风尚，让社会各界更多地关心关爱
老年群体。”望江社区活动负责人
邱敏如是说。

本报记者袁晓婕
本报通讯员季泓宏

晚报讯 “我会把吃不完的饭
菜打包……”近日,崇川区新城桥街
道朝晖社区党委联合妇联、工会、监
委会开展“节约粮食，谢绝浪费，从
我做起”签名活动。

活动现场，“粮食安全”“粮食
生产”等倡议宣传展板映入眼
帘。朝晖社区党委书记李文娟来
到签名板前，写下自己的名字，承
诺将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养成
爱粮节粮的好习惯，向“舌尖上的

浪费”说“不”。
此外，朝晖社区监委会带头建

设餐饮节约型社区，在朝晖社区的
小餐饮店里，每一张餐桌上，都有一
个宣传立牌，一面写着“光盘行动”，
一面写着古诗词，提醒前来就餐的
人员，不剩饭不浪费，并把周一定为
餐饮监督开放日，欢迎各位居民参
与制止社区餐饮浪费的监督，倡导
党员带头以实际行动杜绝“舌尖上
的浪费”。

“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既
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朝晖社区
监委会表示，要把节约粮食、制止
餐饮浪费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纠治“四风”的重要抓手，坚
持严字当头，加强整治力度，养成

“光盘”的习惯，以实际行动树立文
明好形象。以良好党风政风促社
风民风，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
风气。

通讯员钱伟

公益活动进社区 昔日遗憾今弥补

定格幸福，老人们圆了“婚纱梦”

关爱
老人
健康

秦灶街道西安桥村多措并举

秸秆禁烧，防治大气污染

朝晖社区发挥监委会职能

监督餐饮浪费 践行“光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