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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在
他乡打工者不能像往年一样返乡
过年。为让他们的孩子能就地过
好年，各地关工委联合相关部门积
极组织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实
践活动，充实假期生活并组织慰问
困境青少年群体，为他们送去节日
温暖。

春节期间，海安市吉庆村农家
书屋里挂着连串的小灯笼、喜庆的
牛年小物件，吉庆村一些就地过年
的孩子在关工委志愿者带领下一起
剪窗花、做灯笼，感受春节“年味”。
通州区西亭镇草庙村党总支、村关
工委对全村11名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进行走访慰问，给每名孩子发放
400元压岁钱。

崇川区城东街道桥苑社区党
委、关工委及有关部门结合实际，

重点关注留守儿童、外来务工留
通过年儿童和困境儿童，为他们
健康成长、欢度春节开展“缤纷的
冬日”系列活动。新城桥街道启
秀社区关工委与南通市石榴籽爱
心公社联合在物资大厦开展联谊
活动。启秀社区的学生代表给新
疆的孩子介绍张謇实业救国、兴
办教育事迹。新疆学生代表向南
通的孩子介绍家乡美食——新疆
馕饼，并讲解“馕”文化。秦灶街
道苏阳社区关工委邀请南通非遗
传承人为小区留守儿童带来剪
纸、糖画、捏面人、糖葫芦等 8个
类别的新年民俗活动。火红的灯
笼，满满的幸福，孩子们惊喜连
连，大家在游园中找寻年味，在音
乐声中喜迎新年。

（市关工委办公室）

春节前，市关工委副主任黄鹤群、秘书长王
志国等一行，赴如东县丰利镇九和村，走访慰问
村里需要帮助的老党员和困难家庭的学生，为他
们送上党和政府的温暖。

市关工委一行先来到九和村多功能活动室
与老党员、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为 20名老
党员和学生每人发放500元帮扶慰问金。黄鹤群
代表市关工委向他们表达良好祝愿，希望各位老
党员保重好身体，安排好生活，继续发挥好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希望孩子们不畏暂时的困难，坚
定信心，珍惜时光，发奋学习，练就本领，砥砺品
质，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

九和村原来是一个相对贫困村。市关工委
于 2013年与之挂钩结对后，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帮助该村脱贫攻坚，走上致富之路。8年来，市关
工委到村里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改革开放 40
周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鼓励村民们坚定信心，
克服困难，改变贫穷面貌。每逢新春佳节或重阳
节、六一儿童节，市关工委都要筹集资金和慰问
品，到九和村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家庭的青少年学
生。同时，还赠送了8台电脑，帮助村里建起了青
少年学生使用的电子阅览室和村党支部使用的
电脑；想方设法多方联系，争取支持，为贫困村民

改造危房，为村里拆除危桥，重建新桥。2017年，
又多方联系，将九和村列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村，
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脱贫攻坚战略相结合，整修
拓宽了水泥路、渠道；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改
进了水质，使河道水清养鱼；与现代农业发展相
结合，平整了土地、改造了废沟塘、虾池，扩大了
耕地等等。

为了改变九和村的贫困面貌，市关工委还积
极联系，帮助该村引进了项目。此次市关工委一
行到九和村，除了慰问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推
进所引进项目的进度。在丰利镇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刘斌、九和村党支部书记徐海军陪同下，市
关工委的同志还来到该村在建的电力设备企业
了解项目推进情况。该企业原位于南通市中央
创新区，前几年因区域建设规划，需要搬迁。市
关工委获得信息后，与有关同志一起积极牵线搭
桥，帮助该企业落户到九和村。当地镇党委政府
积极回应，给予全力支持，统筹当地闲置资源，利
用当地已破产的麦芽厂土地、厂房，盘活资源，迎
接该项目落地。目前，该项目已基本完成前期的
准备工作，各项设备也已运抵仓库，计划于今年
春节后投产。徐海军介绍，该项目落地投产后，
将有效带动当地就业，增加财税收入，为镇域经

济发展增添新活力。
然后，市关工委一行又来到他们帮助联系

引进的另一个旅游项目——现代休闲农庄。该
项目向九和村流转 100亩土地，用于建造民宿，
种植果树，发展旅游休闲业。目前，该项目建设
已进入尾声。

看到焕然一新的村庄面貌，黄鹤群表示，
2013年时，第一次来到九和村，道路很不好走，走
村访户时，脚上沾满了泥，即便村里的中心路是
硬质化的水泥路，路面很窄，汽车双向行驶很难
行，如今条条都是加宽的水泥路；当时的河水污
染也很严重，渠道里的水既黑又臭，现在都是畅
通无阻的清水河，九和村的确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发展成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徐海军动情
地说，市关工委先期帮助村里协调解决了6000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在已是全覆盖，这为村里的
基础建设提供了发展先机。市关工委还帮助村
里协调解决了桥梁改建工程，现在路好了、桥通
了，村里的环境变美了，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了幸
福感、获得感。这些都离不开上级党委政府的关
心支持，离不开市关工委等相关部门鼎力帮扶，
村里的百姓对此非常感激。

（市关工委办公室）

2020年 7月 2日，寅阳镇关工
委一行来到黄炳樊家中探望时，他
正在编写暑期培训材料。“孩子们
的暑期活动就要开始了，得抓紧时
间把活动材料写完。”年近古稀的
黄炳樊精神状态挺好，说话时还忙
碌准备着辅导站暑期材料。

黄炳樊退休前是寅阳镇中学
的一名语文老师，与文字、孩子打
了一辈子交道的他，在接到镇上邀
请他担任侯字村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他
说，“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现在退休
了，还能反哺社会，是我的光荣。”

虽然担任了一辈子的语文老
师，可刚接手关工委工作，黄炳樊
还是有些无所适从。他决定从孩
子们的兴趣爱好入手，自己动手编
写一套有针对性的教材。如今，他
已撰写了 24篇教材，总计 13万多
字，册子里的每一页都整齐地标注
了页数、成稿时间。黄炳樊也养成
了每天七点半到十点半雷打不动
看书的习惯，《新华日报》《人民日
报》《关心下一代周报》都是他每天
必看的报纸。

“读书能让人静下心来，还能
增长知识，把最新的资讯传递给孩

子们。”黄炳樊笑着说。他很乐观，
仿佛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困扰他。
2015年 11月的一天中午，黄炳樊
突然摔了一跤，来到医院体检时，
发现他的肝上有一个肿瘤，很快即
被确诊为恶性，并进行了手术。
2016年 3月，在医院复检时，又发
现了癌细胞，随后进一步进行治
疗。2016年4月，黄炳樊身体里第
3次发现癌细胞，由于位置特殊，这
次只能选择化疗和介入的手段来
控制癌细胞的生长。考虑到身体
原因，家人都劝他放弃关工委工
作，在家安心休养。可“固执”的黄
炳樊始终坚持，不肯放弃，“这是我
喜爱的工作，我愿意一直干下去。”

关心下一代工作面广量大，工
作任务重，患病的黄炳樊骑着电瓶
车动员全村的退休教师和村干部
支持关心下一代工作。许多“五
老”和镇村干部深受感动，纷纷加
入关工委志愿者队伍。

黄炳樊对生活的乐观开朗、对
工作的认真负责，也在潜移默化中
影响着孩子们。村里的一个孩子小
金前几年得了白血病，黄炳樊得知
后积极为他组织捐款。得知黄爷爷
自己也患癌多年，并且多次动手术，
现在还一直为村里的孩子奔波忙
碌，小金受到很大的鼓舞。出院后的
小金，读书格外认真，并考入扬州
某大学，如今已快大学毕业。

（启东市寅阳镇关工委）

我就读于通州区实验小学六年级，是一个热
爱朗诵和唱歌、积极上进的阳光女孩。

“百善孝为先”。我所理解的“孝”，是从身边
小事做起，孝在当下。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陪
爷爷奶奶聊会儿天。外婆不识字，也听不懂普通
话，于是我便跟妈妈学习金沙方言。我还教会了
外公使用微信，经常和他们视频聊天。我记得家
里每一个人的生日，在他们生日时，用一张贺卡、
一个拥抱、一句祝福来表达我对他们的爱。

我爱我家，明白父母为我的付出和辛劳，尽
量不让他们为我的学习操心。学习之余，我会主
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我积极参加南通市生存挑战爱心助捐活动，与
小伙伴们一起为大凉山区的孩子们送去温暖。在学
校每年举办的“暖冬大行动”中，我都积极参加捐助。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我的座
右铭。面对学习上的困难，我始终要求自己保持昂扬
斗志，永不言败。平日里，我喜欢阅读各类书籍，用丰
富的知识充实自己。我先后获得过三好学生、实小好
少年、南通市十佳红领巾播报员、江苏好少年等称号，
这些荣誉既是对我的充分肯定，更是一种鼓励鞭策！

“波光粼粼，我只是无数浪花中的一朵；霞光万
丈，我只是万条金光中的一缕。”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我会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今
后的学习和各项活动中去，像雄鹰一样，以顽强的
精神磨炼羽翼，在蓝天里翱翔，飞得更高更远。

发扬“三好”精神 从小铸就未来
南通市十佳三好标兵 张管书羽

爱心点亮童心 感受不一样的年味
各地关工委开展活动为特殊青少年群体送温暖走访慰问送温暖 结对帮扶献真情

市关工委赴如东县丰利镇九和村慰问

不畏病魔献爱心 教书育人永不停
——记启东市寅阳镇侯字村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黄炳樊

2月19日，通州区西亭镇草庙村张武高校外教育辅导
站举行新春读书分享会，20名留“亭”过年的孩子和父母
不在家的孩子相聚分享自己的读书体会，张武高老人给8
名读书积极分子颁发奖状，参加活动的20名孩子都领到
一只装有100元购书券的红包。（通州区关工委办公室）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康
倪 何岸芷）记者昨天从通农物流获
悉，春节过后，南通本地蔬菜受气候影
响生长开始提速，迎来集中上市期，货
源供应向好，多数蔬菜价格呈下降态
势。目前市场水果交易进入淡季，时
令水果中，丑橘、草莓上市量较大。

市场蔬菜价格数据显示，目前椒
类、葱类价格坚挺，大白菜、甘蓝、萝卜

价格平稳，文蛤菜、西生菜、大青菜、茼
蒿、小青菜等蔬菜价格下降明显。与上
周对比后发现，文蛤菜价格下降35%，
西生菜下降20%，大青菜下降27%，小
青菜价格出现“大跳水”，批发价由上周
的3.57元/公斤下降至现在的0.5元/公
斤，环比下降约86%。

“主要是供大于求导致了市场蔬菜
价格的直线下降。”通农物流蔬菜区负

责人吕剑向记者介绍，“目前蔬菜区已有
70%的经营户开门营业，随着蔬菜的采
收、存储、运输等恢复正常，部分蔬菜价
格还将继续回落。”记者了解到，今年春
节受疫情影响，市场许多经营户响应”就
地过年“号召留在南通过年，自大年初二
开始市场内不少经营户就陆续出摊，据
统计，正月初三通农物流蔬菜交易区的
日交易量超650吨，是去年同期的五倍。

春节过后，市民对水果的需求有所
下降，水果交易进入淡季，行情出现回
落，现阶段交易总体趋于稳定。目前水
果交易以苹果、梨等大宗水果为主，时令
水果中，丑橘和草莓上市量较大。“近期
雨水天气频繁，对水果的正常交易影响
较大，等天气放晴、气温回升，水果交易
会出现小幅增长。”通农物流水果区负责
人解雪峰介绍。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现在路面开
阔平整，举目望去繁花似锦，让人心旷神
怡。”不少市民特地驾车行驶其中感受浪
漫春景。目前世纪大道上的红叶李正逢
花期，粉红色的花朵成片绽放、花漪连
连，俨然成为南通一条特色的景观大
道。（右图，记者 尤炼摄）

据了解，红叶李属蔷薇科，又称紫叶
李，樱桃李，是落叶小乔木。红叶李花小
而洁白，形似桃花，目前正是它的最佳观
赏期。

记者从市市政和园林局获悉，世纪
大道作为南通主城区南部的一条东西向
城市主干路，将西部滨江片区、中部中央
商务区和东部中央创新区紧密串联，与
长江路、工农路、园林路、通富路等重要
道路相交。经过提升改造后，世纪大道
已“变身”为一条唯美的景观大道。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林荫路建
设，积极打造“城市绿廊”。2016年以
来，市区先后对60余段道路实施了林
荫化改造，同时推广无患子、银杏、乌桕
等色叶树种运用，营造多彩季相景观。
2016年以来，先后完成了跃龙路、幸余
路、洪江路等主次干道改造，林荫成效
逐步彰显。

本报讯（记者张亮）昨天，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
布通告，因系统维护，2021年3月6日（周六）12时至
3月7日（周日）24时，全市交警大队、车管窗口暂停
相关业务办理。

系统维护期间，全市大队违法处理窗口、交警车
管窗口（含驻外服务点、核发临时号牌的4S店）暂停
业务办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科目二考场、
科目三考场正常办理检验、考试业务。互联网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ntg.122.gov.cn）和“交管
12123”手机APP中的业务办理缴费功能和违法缴
纳 罚 款 功 能 暂 停 服 务 。 咨 询 电 话:0513-
85269000、0513-96122。

本报讯（记者张亮）1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
布通告，因虹桥路（工农路至长江中路）道路提升改
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
进行，决定自2021年3月6日始至2022年5月30日
止，对上述路段实行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交
通管理措施。

交警部门提醒过往车辆及行人途经施工路段时
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标线的变化，严格遵守施工路段
交通信号，安全、有序通行，并自觉服从现场交通管
理人员的指挥，有条件的车辆请提前择道绕行。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理康 王建勤）按
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和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统一部
署，即日起不再组织开展除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以外
的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驾驶员凭《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和机动车驾驶证可直接
向市交通运输部门申领普货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记者了解到，为妥善做好相关政策过渡衔接，市
交通公共事业发展中心第一时间梳理未完成普货从
业资格考试的120余名驾驶员名单，主动与各培训
机构联系，指导逐一电话提醒需清考的驾驶员，安排
多轮清考工作，做到应考尽考，并于2月底前完成全
部存量消化工作，为新规顺利执行奠定了基础。

生长开始提速 货源供应向好

多数蔬菜价格呈下降态势

红叶李摇曳绽放

世纪大道“变身”浪漫景观大道

3月6日12时至7日24时

交警大队、车管窗口
暂停相关业务办理

今年3月6日至明年5月30日

虹桥路（工农路至长江中路）
半幅施工

本月起普货驾驶员无须考试
可直接申领从业资格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