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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幸好有社区
的热心帮助，否则我妻子这十
年的工龄就没了。”近日，南通
开发区竹行街道世家社区大
厅里，居民薛亚标夫妇将一
面写着“热情为人民服务，真
诚为群众解难”的锦旗郑重地
送到世家社区党委书记吴兵
跃手中，以此表达对社区尽职
尽责、为民解忧的感激之情。

薛亚标的妻子王世芳今
年2月退休，在竹行街道劳动
保障部门办理退休手续时，由
于她曾在通州区工作，交了十
年社保，街道要求她先去通
州区劳动保障部门办理退休
合并手续。然而，到了通州

区政务中心，薛亚标夫妇遇到
了难题：王世芳在通州区交社
保用的是曾用名杨思芳，并且
因年代久远，她的社保底册也
遗失了，而原单位又早已不存
在，合并手续的办理遇到困难。

无奈之下，夫妻二人准备放
弃在通州区交纳的十年社保，
直接在竹行街道办理退休。街
道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人施荷蓓
得知此事，觉得放弃十年工龄
实在可惜，当即打电话联系吴
兵跃，让他联系通州区详细了
解此事，尽量找到解决办法。

吴兵跃联系后得知手续十
分繁琐，但他沉下心来，带着薛
亚标夫妇一步一步地去解决，

联系派出所调取资料，并多方
打听找到王世芳原单位负责人
获取相关资料证明。几经周
折，资料终于齐全了，13日中
午，吴兵跃亲自带着薛亚标夫
妇到通州区政务中心将退休合
并手续办了下来。

“社区当我们是自家人，我
们普通老百姓什么都不懂，要
不是有你们帮助，我们就损失
了很多辛苦钱。”找回丢失的十
年工龄，夫妻两人激动无比。

吴兵跃表示，锦旗虽小，却
包含着群众对社区工作的肯
定，人民群众的称赞是社区不
断努力前行的动力。

记者陈可 通讯员陈春艳

社保底册遗失、原单位也已不存在，在街道和社区的帮助下

她终于找回了“丢失的”十年工龄

晚报讯 昨天上午，通州
区平潮镇吉坝“乡连”爱心协
会会长殷建峰早早买了猪肉、
馄饨皮等，在家里包起了馄
饨。几名志愿者相约一起去
平潮镇颜港村看望“省最美家
庭”的主人——77岁的殷松
茂，向老人赠送了色拉油、牛
奶等慰问品，中午大家一起吃
馄饨、拉家常。下午，殷建峰
又和协会会员姚丽带着牛奶、
水果赶到困境妇女儿童家中，
了解基本信息、确定帮扶举
措。

通州区平潮镇吉坝“乡
连”爱心协会是殷建峰和两名
发小于2018年 5月成立的。
成立5年来，殷建峰积极捐资
助学，向贫困学生伸出援助之
手。2019年9月，协会捐款2
万多元，支持考取南京邮电大
学的贫困学生宋某圆了大学
梦。2021年10月9日，甘肃
省90后小伙子穆工在殷建峰
牵线下，与通州区平潮初中结
对助学一名贫困学生，每年资
助2000元伙食费，直到上完
初中。吉坝“乡连”爱心协会
连续5年资助事实孤儿小倩、
小乐（化名）姐弟俩上学。
2022年 6月，吉坝“乡连”爱
心协会又承接了省妇联困境
妇女儿童家庭“一户一策”精

准微关爱服务项目。当年7
月，协会组织平潮镇困境妇女
儿童“快乐一日游”活动，帮孩
子们实现微心愿。

多年来，殷建峰还一直密
切配合有关部门，走进弱势群
体家庭，开展结对子、送真情、
献爱心援助行动。由他牵头
组织开展的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已超50场。今年3月5日
起，吉坝“乡连”爱心协会又联
合平潮镇妇联、团委、关工委
等多部门在辖区内开展“吉坝
乡连微关爱百家行”活动，为
100 家孤寡空巢老人、低保
户、困境妇女儿童、残疾人等
弱势群体人员送爱心餐、打扫
卫生、整理房间等。截至目
前，“吉坝乡连微关爱百家行”
活动已经关爱5个家庭。

这些年，吉坝“乡连”爱心
协会广纳社会贤能，已吸纳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146名，先后
捐资捐物30余万元，帮扶困
境 群 体 1200 余 人（次）。
2022年10月，“吉坝乡连”姐
妹微家荣获“省新领域最美妇
女微家”称号；今年3月5日，
在通州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表彰会上，殷建峰、金
霞、邵锦昌荣获“优秀志愿者”
称号。
通讯员孙永红 记者黄艳鸣

晚报讯 “真贴心，太暖
心，很开心。”17日下午，如皋
市如城街道82岁老人季康喜
出望外。在如皋市中医惠侨
活动启动仪式上，他手捧“空
巢侨眷专属体检卡”激动地
说：“都说天上不会掉馅儿饼，
可我偏偏就接到了！”

季康与爱人余荣芳生活
在如皋老家，两个儿子一个
定居国外，一个在上海。早
些年，老两口身体硬朗，生
活自在。但随着年岁增长，
健康问题状况多发。十多年
前，爱人余荣芳双膝盖半月
板坏死，后经治疗虽有所好
转，但至今仍不能行走。五
年前，季康心脏做了支架，
如今痛风又频频发作，常常
寸步难行。季康感慨，长寿

福地如皋对老年人的关爱是
“动了情、用了心”的。自打
步入老年行列后，他感受到
的一系列养老、尊老政策，
件件都是“真金白银”，个个
饱含“真情实意”，全市尊老
敬老孝老助老蔚然成风。“这
次‘五个十’中医惠侨健康大
礼包，为我们提供‘一对一’志
愿服务，既暖心，更及时！”

据了解，如皋中医惠侨
“五个十”包括：每年为十名空
巢侨眷发放专属体检卡（每年
每人两次专属体检）；每年进
行十场中医暖侨心健康义诊；
成立十人组成的中医惠侨宣
讲团；成立十人组成的中医惠
侨志愿者服务队；每年开展十
场中医知识健康宣讲。
通讯员陆双 记者陈嘉仪

健康大礼包 惠侨亮实招

如皋成立“侨之家”
健康管理工作室

广纳贤能 帮扶解困

吉坝“乡连”爱心协会
助人为乐传递爱

呈现露营生活新玩法
助推文旅消费强劲复苏

时下兴起的城市露营是
本地化、垂直化的文旅消费
新模式，周末1~2天轻量化
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
是一种生活态度。

为适应旅游消费的新变
化、丰富旅游产品新供给，南
通市文广旅局倾力打造独具
江海特色的2023南通露营
生活季，以露营的名义，激发
市民出游热情，掀起春季旅
游热潮；以造节的方式，提升
南通文旅的品牌度和城市生
活的品质感。2023南通露
营生活季吸引了迪卡侬、慕
山户外、fangsy garden梦
花园等知名露营产品生产商
和专业运营机构，通过露
营+市集、露营+音乐、露
营+体育、露营+美食等多
样业态，呈现露营生活新
产品、新玩法、新理念，打
造全市文旅复苏的新顶
流。露营生活季活动还整
合了景区景点、餐饮住宿、
房车俱乐部、露营设备运
营、新能源车等多个消费
领域，充分挖掘本土及长三
角游客资源，以露营助推南

通文旅线路和产品、以旅游带
动全链条城市消费，助推文旅
消费强劲复苏。

主题露营活动轮番上演
解锁远离城市喧嚣的愉悦

当晚开幕的启东“缤纷百
里”花海露营节汇集了郁金香
花会、璀璨灯展、春日市集、花
船巡游、水幕电影以及篝火晚
会等元素，游客们在帐篷前喝
咖啡、尝甜品、聊春趣，轻松解
锁远离城市喧嚣的轻松与愉
悦。启东当天发布的3条自驾
露营主题线路受到热捧，上海
多家旅行机构签约“万人游启
东”活动。

据了解，2023南通露营生
活季将持续3个月时间，各县
（市、区）30多个景区和主要露
营地将有序开展各类主题露营
活动，除了当天开幕的启东“缤
纷百里”花海露营节外，各地还
将陆续举办鲜花小镇2023潮
玩露营生活节、青龙港踏青帐
篷露营主题活动、途居露营基
地万人彩绘帐篷露营节、小洋
口“奇幻之旅”露营嘉年华、“田
园野趣”露营生活节和城市绿
谷“一起向野去”城市露营生活
节等系列活动，系统性推荐露
营旅游线路和产品、推出露营

体验主题活动，让南通本地及
长三角区域游客能够体验家门
口的“诗与远方”。

打造城市露营IP
深挖潜力催热露营经济

今年以来，南通市文广旅
局积极践行“四敢”精神，精准
把脉消费市场变化，培育露营
消费新动能，通过整合景区、露
营地、露营产品，策划组织市域
露营生活季系列活动，积极打
通露营消费端、制造端、服务
端、运营端产业壁垒，实现露营
产业“闭环体验”、协同发展，为
露营经济强劲赋能。

南通市文广旅局党组书
记、局长毛炜峰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通过“南通露营生活
季”IP活动的打造，希望实现

“五个一”的目标，即首创一个
政府引导媒体助力企业受益
的文旅品牌运营新模式；打造
一个露营生活季文旅活动品
牌，形成城市文旅 IP；梳理一
批露营基地和产品，形成江海
露营品牌特色；汇集南通头部
露营要素，形成一个产业联盟；
集结一群长三角露营爱好者，
激活南通文旅市场，释放消费
活力。 本报见习记者朱荭

本报通讯员孙强

打造全市文旅复苏新顶流

2023南通露营生活季欢乐开启
昨天，在启东圆

陀角景区花儿营地，
来自长三角区域的露
营爱好者们集结一
堂，畅享露营活动带
来的休闲与安逸。当
晚，“美好春日 江海
拾光”2023 南通露营
生活季暨启东“缤纷
百里”花海露营节正
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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