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兵防护训练
保障居民平安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天生港
镇街道隆兴佳园社区组织工作人
员、辖区民兵开展了专业防护器
材训练。

本次集训严格按照实战化标
准要求，学习内容涵盖队列训练、
个人防护装备操作等专业技能训
练，其间还开展了理论知识学习，普
及民兵常识、军事常识等内容。

通讯员张淼

开展全民阅读
书香陪伴新年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陈桥
街道总工会联手丽康社区开展

“春风伴书香，阅读悦童年”活动。
此次活动重点是为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开展“过年读好书”、假
期安全教育课堂、情景式参观等
系列活动，有效加强对辖区青少
年儿童的关注和帮扶。

通讯员严霞 顾亮

红领课堂开课
儿童绘画抗疫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天生
港镇街道隆兴佳园社区“红领课
堂”正式开课。第一堂课的主题
是制作抗疫主题五谷杂粮画。

孩子们认真地观看了抗疫英
雄事迹专题片，然后充分发挥想
象力，通过画一画、贴一贴，把五
谷杂粮拼接成一幅幅别样的抗疫
风景。 通讯员陈蓓

增强理想信念
做好党员冬训

晚报讯 近日，崇川经济开
发区国胜社区、三桥社区、二桥社
区、太平社区、朝东埭社区联合开
展党员冬训之“学习四史、践行初
心”道德讲堂活动。

活动中，党员齐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观看《学党章
知党史》专题教育片，重温入党誓
词，发出“我是党员我承诺留通过
年”的倡议。 通讯员周小玉

翰墨飘香迎新
岁寒情深拥军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新城桥
街道濠景园社区退役军人服务
站、工会、监委开展为退役军人

“送春联、送温暖”慰问活动。
活动中，濠景园社区退役军

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采取上门走
访的方式将春联、挂历等送到退
役军人手中，向他们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祝福。 通讯员张璐

小萌娃捏黏土
拼福字迎新春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陈桥街
道河口社区关工委联合“好妈妈成
长课堂”组织辖区儿童和外来务工
子女开展迎春活动。

志愿者老师先将黏土和红纸
分发给大家，而后指导大家用黏土
在红纸上拼出创意福字。小朋友们
纷纷开动脑筋、发挥想象力，全身

心投入到创作当中。通讯员孙立

社区手工活动
宣传垃圾分类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陈桥街
道仁和社区党总支联合街道生态
环境办开展主题为“垃圾分类我
先行”手工活动。

孩子们利用废弃的沙子、纸
片、胶水、一次性塑料等“垃圾”制
作工艺画，通过裁剪、拼接、粘贴
等流程，“垃圾”都变成了一件件
美丽的工艺画。 通讯员朱国庆

办新春游园会
居民喜迎新年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秦灶
街道苏阳社区举办“邻里‘秦’深、

‘灶’福苏阳”新春游园会。
活动现场，苏阳社区邀请了

南通非遗传承人为小区居民带来
剪纸、糖画、写“福”字等8个类别
的新年民俗活动,让人耳目一新。

通讯员张小丽

冬训创新形式
开展网上直播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幸福街
道辖区党员、群众及就地过年新
市民近三千人通过手机收看“幸
福冬训直播”，接受党性教育及安
全防疫知识宣讲。

此次冬训直播内容丰富，社
区“幸福虹”志愿者还为就地过年
的流动党员及新市民们送上“福”
字、书籍与电影票。

通讯员秦蕾 姚建兵 任丽君

关爱退役军人
上门传递温暖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城东街
道东大街社区组织党员、工会、青
少年志愿者开展“关爱退役军人，
上门传递温暖”活动。

志愿者们上门向退役军人及
家属送去年画和新年祝福，表达
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

通讯员朱子培

读书分享交流
建设人文社区

晚报讯 7日，崇川区天生港
镇街道白龙庙社区组织开展读书
分享交流活动。

活动中，青少年们在书吧里
挑选了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认真
品读。未来，社区将持续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着力打造五星阅读
书吧，让每一位居民都享受到阅
读的快乐。 通讯员陈希

社区企业普法
书香情暖民工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唐闸镇
街道闸东社区开展“法润江海，情
暖民工”和“书香闸东，稳岗留工”
系列活动。

社区邀请通成律师事务所律
师，向辖区企业留通工作人员进
行面对面的普法，并向职工推荐
社区阅读群——书香闸东线上服
务群，为新春佳节奉上文化餐点。

通讯员李蕙

晚报讯 连日来，崇川区城
东街道新桥苑社区党委、工会、妇
联结合实际，以“三个第一”为主线，
重点关注留守儿童、外来务工留通过
年儿童和困境儿童，为青少年的健康
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2月1日“新春第一讲——

老党员话初心”活动中，党员薛小
龙为青少年讲述丁捷的著作《初
心》。而3日举办的“新春第一
展：牛年画牛 弘扬三牛精神”主
题活动，则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
就要听党话，跟党走，弘扬为民服
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

奋斗老黄牛这三种精神。
随后，在5日“新春第一幅：

‘党在我心中’送春联送福字”活
动中，辖区青少年和志愿者爷爷
奶奶来到退役军人、独居、空巢老
人家中，送上春联和福字，营造温
馨氛围。 通讯员马毓媛

晚报讯 “感谢你们对南通
建设和防控工作的支持，今年留
在南通过年，祝你们身体健康，新
春快乐……”近日，崇川区任港街
道党工委书记高峰，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黄林森一行带着
任港街道工会的南通特产物资及
南通港社区党委准备的“党员冬
训书籍年货”礼包，来到中铁一局
03标项目部，向驻守在地铁工地

过春节的50多名外地建设者们
送上新年的慰问和祝福。

“收到新年礼物太高兴了。”
来南通已经两年了，来自黑龙江
的测量主管夏怀岩说。他的女朋
友在石家庄，父母在黑龙江，身在
南通工作的夏怀岩时刻关注着疫
情的发展情况。虽然如此，他依
然选择在南通过年，“留通过年不
给大家添麻烦，在这里大家都很

关心我们，过年也像在家一样”。
“在任港过年，在岗位迎春”

春节慰问只是南通港社区“红色
工地”冬训主题活动的一个序幕，
社区党委还将围绕“六个一”主
题，陆续开展“故乡的味道进社
区”“方言贺新春”等系列活动，丰
富冬训内容，让冬训党员和人民
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
向心力。 通讯员吴菊

晚报讯 近日，在崇川经济
开发区明星社区范围内的海港
引河绿廊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
建设中，建成后将实现“水清、河
畅、岸绿、景美”的目标，届时两

岸美景会成为附近居民休闲锻
炼的好去处。

海港引河绿廊工程在明星社
区辖区内共约1200米，以生态、
低碳为设计原则，体现现代景观

低碳环保的生态环境之美,在建
设过程中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努力建设
高标准生态景观河道，为建设宜
居环境助力。 通讯员尹峰

“小区改造时要考虑一下
电瓶车停车问题。”“小区的线
网要考虑综合入地。”近日，在
崇川区唐闸镇街道公园社区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内，
围绕“河东新村老旧小区改造
出新”议题，街道党政领导、政
协委员、居民代表、社区干部以
及相关职能部门代表纷纷为改
造方案出谋划策。

河东新村是一个建于20世
纪80年代的老旧小区，由于建
成年代已久，基础设施较差，近
日纳入崇川区老小区改造计

划。自今年1月初开始宣传发动，
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理解和支
持。为进一步了解居民对于河东
新村改造的相关意见和建议，街
道及社区确立议事主题，介绍相
关情况。据悉，河东新村改造工
作将在违章拆除后进行，具体改
造内容包括屋面防水、外墙修复、
道路黑化、更换晾衣架等。街道
综合执法局局长马斌介绍了改造
初步方案，并对居民代表提出的
意见建议一一解答。

区政协委员、南通市第二中
学副校长钱春明表示：“我们要珍
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科学系统地
规划。一是确保公共消防安全，
打通小区的生命安全通道；二是
整体风格要向古镇风格靠拢，纳
入整个古镇建设规划之中。”

“此次河东新村老旧小区改

造出新，将直接影响到小区近400
户居民的生活质量，来不得半点
马虎，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协调解
决好改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
题，让领导放心、让群众满意。”公
园社区党委书记朱振华说。

公园社区“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室致力于搭建“众人的事情
众人商量”协商平台，围绕党政点
题、群众出题和委员荐题，广泛收
集民意，倾听百姓心声，先后解决
了河东新村污水管道改造、河东
新村停车难、公园一村更换进出
大门等十余件问题。“解决百姓烦
心事、忧心事，这些点点滴滴的方
便、舒心和美好，增强了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为公
园社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朱振华说。 本报通讯员秦斌

本报记者任溢斌

春节前夕，南通
开发区新开街道新
开苑社区校外辅导
站举办剪窗花活动，
孩子们自己动手，用
一个个窗花迎接新年
到来。 盛红菊

公园社区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老旧小区改造“改”出新生活

在南通过年 在岗位迎春

任港街道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新桥苑社区开展“缤纷的冬日”系列活动

海港引河绿廊工程造福一方百姓

剪窗花
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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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春节前夕，海安市立
发街道南阳村开展“家园靓丽迎
新年”活动，全面整治村人居环
境。村干部组织小区物业和志愿

群众，对居民小区银杏花苑开展
集中清理，拆除违规搭建，清运建
材废料和生活垃圾，小区环境显
著改善。组织志愿队伍对小区内

和老年房附近居住的孤寡老人居
所进行帮扶打扫，帮助清运垃圾，
清洁庭院环境。

秦川

海安立发街道南阳村：家园靓丽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