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南通新闻/社区 编辑：陆钖组版：王明华 校对：刘烽娟

2020年12月11日 星期五

12月8日上午8时，家住钱家
渡河旁的老党员秦步建站在河边，
往五星村河长微信群里发送当天
的巡河日志：“水质一切正常。”

今年以来，崇川区天生港镇
街道五星村积极探索护河制度，
构建“官方河长+民间河长”管理
体系，聘请老党员、老干部、企业
家、青年志愿者为“民间河长”，与
官方河长共同担负起河流巡查和
水环境治理监督任务。

“民间河长”成为治水主角

2018 年年底，经过村上推
荐，秦步建正式被五星村聘请为

“民间河长”，按照就近原则，家旁
边的钱家渡河由他负责管理。从
此每天巡河成为他生活中一个习
惯，老秦乐呵呵地说：“每天不去
河边看看，就感觉这一天少了点
什么。”

没有工资、不拿一分钱补
贴，每天风雨无阻地在河岸线上
巡河……和老秦一样的民间河

长，在五星村共有20名。他们
虽然来自不同的行业，但却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民间河长”。

近年来，“民间河长”俨然成
为“治水主角”，一起成为河长制
工作的参谋员、监督员、宣传员、
联络员，形成守护绿水青山的强
大助推力。

义务巡河自有套“治水经”

种田的农民、退休的工人、大
学生……这些以前很少有治水经
验的民间河长，到底如何参与巡
河治河呢？

秦步建在长期巡河中总结出一
套巡河办法：先看河面有没有垃圾，
再一项项查河岸的设施是否齐全，然
后看有没有污水排入河流……“我
们一点不亚于‘正规军’。”

“民间河长”没有执法权，发
现了问题怎么解决？老秦展示了
他的解决之道：河道有情况第一
时间和“官方河长”联系，反映问
题，村里马上就会安排人过来解
决。“我们主要是巡河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有专门的人员，每次反
映的问题3天内都要处理完结。”

河长亲眼见证巡河效果

在闸北横河，“河长们”见到

这样一幅场景：太阳照射下的河面
波光粼粼，两岸青草依依，三三两两
的鸟禽不时从水面掠过，几个村民
正在晒着太阳唠家常。此处的河虽
然不是很宽，但清澈见底。闸北横
河“民间河长”陆谨说：“前段时间我
巡河时发现大风把岸边的老树刮倒
了，枯叶飘在河面上，到处都是。我
就第一时间联系‘官方河长’，不到
半小时保洁人员就赶来把树拖走，
河面做好清理工作，你看现在河面
整洁又美观。”

在各级河长的推动下，河道清
淤工作已经开始。走近五星村17
组河，挖掘机马达轰鸣，这里正在进
行河道清淤工程。随着“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观念的深入人心，周
边群众对疏河的呼声也愈发强烈，
主动性和配合度也在增强。此次清
淤工程共治理长度370米，工程完
成后不仅起到防洪减灾作用，也可
提升河道整体生态。

下一步，五星村将继续用好“民
间河长”的力量，常态化开展巡查工
作，对辖区河道进行清网、清淤、控
污、活水等专项治理，防止周边河道
渔网、杂船回潮，营造优美的生态环
境，实现“河长治”。

本报通讯员候玉凤
本报记者任溢斌

五星村构建“官方河长+民间河长”管理体系

巡河在一线，河长制实现“河长治”

反腐败正党风
话廉洁扬清风

晚报讯 12月9日是第17个
国际反腐败日，当天崇川区新城
桥街道启秀社区监委会、综治与
网格人员共同开展“国际反腐败
日”主题学习宣讲活动。

此次学习活动积极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强化党性修养、清正勤
廉履职，为深入贯彻党风廉政建
设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通讯员郭琦婧

宣传垃圾分类
保洁员在行动

晚报讯 8日，崇川区新城桥
街道文峰社区向保洁员教授垃圾
分类相关知识，让其参与到垃圾
分类行动中来。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利
用模拟道具向各位保洁员详细讲
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鼓励保洁
员从自身做起，带动身边居民，为
小区创造干净文明环境。

通讯员葛云鹏

村企携手结对
开启红色之旅

晚报讯 6日，南通润邦重机
党总支携手崇川区陈桥街道园区
党委、集成村党总支共赴红色革
命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一行人先后参观新四军太湖
游击队纪念馆、沙家浜革命教育基
地，大家纷纷感慨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作为党员更应坚定理想信念，
为新时代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通讯员陆艳

开展廉洁讲堂
筑牢思想防线

晚报讯 9日，崇川经济开发
区海洪、朝东埭、明星、中桥、山港
桥、世伦桥、十八湾、学堂桥、盘香沟
社区联合开展廉洁主题道德讲堂。

此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群众知
晓度和满意度，也进一步加强了
社区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防线，
增强了自律意识和担当精神。

通讯员周林莉

组织退休党员
协助处非攻坚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城东街道
新桥苑社区“苑你平安守望团”携手
楼宇物业、企业工会，协助社区开展
处置非法集资“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摸排工作。

这支成立4年多的社会组织，
由社区退休党员群众组成，日常在
临街小巷巡逻，在社区遇有重要任
务时总是挺身而出，为保一方平安
贡献智慧和力量。

通讯员马毓媛

倡导绿色环保
共建文明家园

晚报讯 4日，崇川区陈桥街道
彩虹益家人携手耀火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党支部、丽康社区、河口社区开
展“倡导绿色环保、共建文明家园”
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进社区进行环
境清扫，用实际行动向辖区居民播
撒创建文明城区人人有责、人人参
与的种子，增强社区居民志愿服务
意识和奉献精神。

通讯员顾亮 袁源

筑牢反腐防线
建设法治社区

晚报讯 8日，崇川区新城桥街
道文峰社区监委会、综治办、工会、
妇联联合开展国际反腐败日系列宣
传教育活动。

此次12·9国际反腐败日系列
宣传活动的开展，给党员干部敲响
了防腐警钟，积极引导居民学法、遵
法、用法，构建阳光、清廉、法治的社
区治理环境。 通讯员季芳

防范非法集资
提高自我保护

晚报讯 8日，崇川区新城桥街
道濠景园社区监委会、工会邀请市
公安局警官曹成为辖区居民带来

“防范非法集资”主题讲座。
此次宣传活动旨在向社区居民

提供风险防范知识，进一步提高居
民群众对洗钱、非法集资行为的认
识，保护自我资金安全。

通讯员张璐

10日，崇川区新
城桥街道朝晖社区
党委、监委会、妇联、
关工委联合三之三
幼儿园开展“老幼同
心，书写思廉”主题
活动，培养孩子的廉
洁美德，唱响反腐倡
廉主旋律。付廷锋

晚报讯“一个人做好事并不
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作为一
名社区民警，我就要用实际行动去
感动、影响身边的人。”10日，南通
开发区小海街道星景社区邀请虹
桥派出所民警陈新才分享道德模
范故事。

陈新才2010年从部队转业到
虹桥派出所后，先后获得中国好人、
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江苏省先
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从警10年，
他一直默默坚守在平凡岗位上，无
私奉献，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
点滴细微的行动演绎“中国好人”的
平凡伟大。

活动中，陈新才将自己与居民
之间发生的一些感人故事娓娓道来，

从关爱帮助弱势群体到调解矛盾纠纷，
从感化特殊人群到组建公益组织，赢得
阵阵掌声。他说：“从人民子弟兵到人
民警察，制服的颜色变了，为人民服务
的心始终没有变。”

“陈警官的故事很让人感动，我们
要向身边的道德模范学习，不断提高
自身的文明素养，不断传递和弘扬社
会正能量。”讲座结束后，居民陈永香
深有感触地说。

星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倪永辉表
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是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的名片，传递的是温暖的人
心、传承的是民族美德。“我们要用实
际行动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引导价
值走向、引领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
进步。” 通讯员朱海霞

晚报讯“这里是消防疏散通
道，要注意不能堆放杂物，保持畅
通。”4日，南通开发区新开街道
天星社区工作人员反复叮嘱80
多岁高龄的独居老人黄秀英。

当天，天星社区对辖区独居
老人的居家环境进行消防安全排
查，发现不少安全隐患，工作人员
现场进行纠正并提出合理建议，
反复叮嘱老人要注意安全。

冬春季节历来是火灾高发
期，为切实加强社区火灾防控工

作，确保社区独居老人安全过冬，
天星社区上门为空巢独居老人进
行用电用气等安全检查，并为他
们普及居家安全注意事项。

社区工作人员重点对楼道消
防设施、老人家里的厨房及燃气
管道、各种电设施和取暖设备、电
线插头插座、开关等进行全面认
真地检查，及时、有效消除各类安
全风险隐患。工作人员还向老人
们开展燃气、用电安全知识的宣
传和讲解，提醒老人在晚上临睡

前一定要将天然气阀门关闭，防止
燃气泄漏中毒；不要随意拉接电线，
以免触电；不在楼道堆放杂物，保持
消防疏散通道畅通。

天星社区党支部书记施水忠
表示，下一步，社区还会陆续通过
开展急救技能活动与安全小组活
动，继续为更多老人进行居家安全
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为
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送去一份平
安与关怀。

记者仇禅慧 通讯员郭夕辉

晚报讯 6日，南通爱国拥军
基金发起人张志光等一行人来到
通州区，看望慰问部分抗美援朝
老战士。

今年94岁的杨杰23岁参加
抗美援朝，在23军67师宣传科任
宣传干事。回国后他很低调，到
老家当过农民和生产队长，后来

在砖瓦厂当管理员直至退休。虽
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心国内
外大事，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当
张志光送上慰问金、慰问品和抗
美援朝纪念铜牌时，杨杰感动地
说：“党和国家一直关心我们，谢谢
你们跑了这么多路来看望我。”

2015年，退役军人张志光发

起成立爱国拥军基金，每年都会看
望慰问100多名困难军人和退役军
人家庭，先后走访慰问600多名抗
战老兵。此次在抗美援朝70周年
之际，他又发起活动，向20多名抗
美援朝老兵赠送纪念铜牌、慰问金
和慰问品。

通讯员戴卫民

南通爱国拥军基金慰问抗美援朝老兵

天星社区上门进行用电用气安全检查

独居老人的消防安全，我们来守护

“中国好人”陈新才走进社区

用真实故事传播道德力量

同心
书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