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25日，京口区谏壁街道雩
山村党总支书记邱树泉领回了全国
文明村的牌子，这是该村继获省文
明村、市最美乡村等称号后，获颁的
最高、最重的一项荣誉。

谏壁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莹告诉
记者：“雩山村为‘美丽谏壁’建设增
添亮色，目前，街道的另外两个行政
村雩北村、东京村也在争创最美乡
村、文明乡村等荣誉，用实实在在的
举措为美丽家乡建设作出贡献。”

创建：全员参与，齐心协力

在雩山村黄丝湾路口和健身广
场周边，记者看到有1000多平方米

的文化墙。内容涉及雩山村历史、
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榜样人物赵
亚夫、乡贤好人中的“善人善举善
行”“孝、诚 、勤、和、礼”的传统美
德、法律法规知识等内容。

邱树泉告诉记者：“雩山村的创
建，离不开谏壁街道和雩山村的共
同努力，更离不开镇江市、京口区的
支持和要求。2015年，全市东部环
境整治时，村里按要求关闭了两个
砖瓦窑场；也是在 2015年，借助全
市农村公路提档升级的东风，黄丝
湾原来4米宽、坑坑洼洼的道路，被
改造成了现在 6米宽、平坦笔直的
水泥混凝土道路。近几年来，村里
先后累计投入 150余万元，粉刷村

居外墙1万多平方米，新建2个村民
健身广场，实施部分道路路灯亮化
工程、农村厕所改造工程，开展水塘
清淤筑坡，修缮农田灌溉水渠，为文
明乡村、最美乡村创建打下基础。”

改变：干净美丽，乡里和谐

雩山村位于谏壁街道最南面，背
靠雩山，河塘密布。走在依山傍水的
乡间，记者看到道路整洁、水色清澈，
村民房前屋后的柴禾齐齐码放，绿油
油的庄稼、蔬菜为乡村增色。

现年67岁、土生土长的蒋信春
告诉记者：“以前村里可不是这样，
道路是土路，雨天一身泥，烂泥到处

带；晴天一身灰，灰尘随处扬。你看
这个健身广场，现在多清爽啊，以前
这里是一个废塘，臭水横流，蚊子苍
蝇到处飞，现在成了村民们最爱去
的场所。”

文明乡村、最美乡村创建，改变
的不仅是环境，还改变了村民们的
卫生习惯、文明意识。蒋信春说：

“自从开展创建以来，村民们的责任
感、自豪感增强了。村里这么干净，
大家都舍不得乱倒垃圾将它弄脏。”

全村：传承文明，永无止境

传承文明，扮靓乡村，造福村
民，永无止境。邱树泉介绍说：“借助

263环境整治的契机，村里向上争取
到环保资金100多万元，对仙塘沿线
水渠进行清淤、护坡、修路，目前这项
工程正在实施，大约5月底完成。”

在村两委会向上争取资金的同
时，村民们也自发地变废为宝，建设
自己的村庄。72岁的省劳模、村民小
组长蒋玉坤告诉记者：“我们组里有
一个废弃仓库，大概100多平方米。
我和一些村民商量，准备建个老年活
动室，村里也很支持。废弃仓库共3
间房子，计划一间半做会议室，另外
一间半做阅读室、棋牌室。村组里的
一些会议、学习、培训可以在这里进
行，老人们也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
看书下棋，精神生活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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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家
“银发人才工作站”授牌

本报讯 近日，市委老干部局、离
退休干部工委在丹徒区天成农业科技
基地举行全市首家市级“银发人才工
作站”授牌仪式，来自农业科技战线的
15名“银发人才”首批入驻工作站。

此次被授予“银发人才工作站”
的农业科技服务团队，由沈晓昆、戴
网成、姜哲、杨金龙、谢桐洲等 15 名
志同道合的老专家组成，他们的共同
特点是：均为拥有专业特长的专家，
都获得过省市劳模称号，且都是退休
干部。2014年，该团队被全国总工会
授予“全国劳模创新工作室”。近年
来，他们在蔬菜防虫网、稻鸭共作技
术、发酵床养殖不断优化创新、获得
技术专利的同时，着力在帮扶大学生
村官、推广农业技术上不断发挥余
热，奉献正能量。

我市离退休干部中有一批经济、
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专家。今年以
来，为更好地挖掘、用好银发人才资源
宝库，市委老干部局、离退休干部工委
启动了“银发先锋”工程，通过组建“银
发宣讲团”“银发艺术团”“银发网宣
队”“银发志愿队”“银发人才工作站”
等平台，组织引导银发人才，发挥优势
特长，投身社会服务，推进改革发展各
项事业，把银发资源优势转化为促进
发展的助推器，使老同志真正成为建
设“强富美高”新镇江的重要力量。

（周迎 尹文争）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环
保局获悉，我省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已于
日前启动，计划 12 月底前完
成。我市力争今年9月底提前
完成县级及以上城市水源地环
境保护专项整治任务。

此次专项行动主要针对县
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目前，我市已完成对全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专项排查工作，共排查出 3个

辖市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存
在的11个重点问题。

据悉，此次行动，省环保
厅、水利厅、住建厅联合编制专
项行动方案，通过“划、立、治”
三项重点任务，确保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得到保持和改善。要
求地方各级政府明确职责分
工，细化工作措施，构建政府统
领、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
格局，有序推进排查整治工
作。 （景泊 阙薇）

集中饮用水水源地
环保专项行动启动

本报讯 昨天是“五一”
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市警
方获悉，今年“五一”假期间，
全市公安机关根据市委、市
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部署，
投入警力开展社会面防控，
为群众欢度佳节创造了良好
的 社 会 治 安 环 境 。 节 日 期
间，全市社会稳定，治安和道
路交通秩序良好，未发生有
影响的案件。

据悉，全市公安机关实
行战时巡逻勤务等级，每日
投入 2800 余名警力，严密火
车站和商贸区、景区等重点
目标和各类人员密集场所的

巡查守护管控，实行屯警街
面、动中备勤，快速处置各种
警情和治安问题，及时消除
各类治安隐患。节日期间，
全市共接报刑事警情 86 起，
其中市区 36 起，同比分别下
降 31.2%和 40.9%。破获各类
刑事案件 22 起、抓获刑事作
案成员 11 名，同比分别上升
27.5%、22.1%。

针对节日大人流、大车流
特点，市警方认真研判交通安
全形势，超前制定临时交通管
制方案，加强重点高速路桥、
重点旅游线路、大型活动现场
和热门景点的交通管理，全面

查处“三超一疲劳”、酒后驾驶
及涉牌涉证等重点交通违法
行为，全市未发生立案道路交
通事故，未发生长时间、大范
围交通拥堵现象。

据统计，节日期间，市公
安机关，累计出动消防安全检
查组 28 个，检查重点单位 87
家，发现安全隐患184处，责令
停 产 停 业 2 处 、依 法 取 缔 2
处。全市共接报火灾警情 3
起，同比下降 81.25%，未发生
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火
灾事故。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戈太亮 韩江）

“五一”假期全市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本报讯 自编自演、诙谐
有趣的小人舞，活力四射、动
感十足的啦啦操，清新悠扬、
朴实悦耳的陶笛演奏……刚
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西
津渡景区里的鸿禧广场上天
天人头攒动，金山街道西津
古渡社区党总支的党员志愿
者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了
一台台精彩的节日饕餮大
餐，引来大家驻足和喝彩。

假期里，西津渡景区里
鸿禧广场上的一场陶笛专场
演出，引来观众掌声不断，参
加表演的演员们各个年龄段

的都有，有幼儿、少儿、中青
年人，其中不乏着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来参加表演。作为
西津渡党员示范商铺，西津
古渡社区党总支“艺动艺彩”
行动支部风雅陶笛店铺的党
员贾硕介绍，西津渡景区是
镇江的城市窗口，景区的形
象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城市形
象。

前天下午，由社区党总支
和市第六中学党组织的“红色
汇西津·艺动展风采”专场文
艺演出在鸿禧广场举行，吸引
了众多市民和游客早早在此

等候。来自上海的游客张先
生告诉记者，在这样古色古香
的戏台上能够看到孩子们节
奏明快的现代舞表演，真的是
另外一种视觉享受，也展现了
古城镇江文明新风尚。

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
步繁荣假日文化，“五一”期
间，西津古渡社区党总支的
文化志愿者为游客送上了文
化大餐，党员们带头奉献，以
党建带动公益，以公益凝聚
人心，让景区的服务更接地
气，备受市民、游客欢迎。

（记者 胡冰心）

志愿者为假期西津渡献上文化大餐

茅山景区:

国防教育融入景区
本报讯“带着孩子来茅山老区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真的是不虚此行。”日
前，来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参观的常州
游客刘键如是说。让游客的国防观念
和爱军拥军意识得到强化，是茅山景区
国防教育取得成效的一个体现。

近年来，茅山景区围绕“全国六大
山地抗日根据地之一”“全国百家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等资源优势，修缮与保
护新四军医疗所、新四军修械所和新
四军水坝等抗战遗址，完善配套设施，
串联景区与周边 100余处红色景点，
探索创新“红色文化+研学”运作模
式，深入推进红色文化与民族传统文
化、革命传统教育有机融合，形成独具
茅山特色的“国防教育”品牌。

今年，景区在首届茅山红色文化
节上成功推行了红色旅游服务卡，并
与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水西村新四军
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宝堰新四军四县
抗敌总会纪念馆、新四军高淳办事处
旧址纪念馆等结成合作单位。茅山风
景区管委会人武部部长沈红平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
教育活动，丰富国防教育内容，同时完
善红色旅游配套服务，提高红色资源
利用率，提升茅山红色旅游吸引力”。

（孔德琴 史利陵 胡建伟）

“丁卯蓝”茶场除草
日前，丁卯街道联合马家山社区在

甘露茶场开展“丁卯蓝”志愿服务，机关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共同为甘露茶
场除草和打扫卫生。据悉，甘露茶场作
为丁卯街道“两学一做”教育实践基地，

“丁卯蓝”志愿者定期前往茶场开展志
愿服务，不仅解决了茶场的用工难问
题，还加强了政府和企业的联系，锻炼
了年轻党员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马镇丹 冯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4月27日，“中国
梦·劳动美·幸福路”2018年“京
口状元”评选活动启动仪式暨
京口区“五一”职工文艺汇演在
京口文化艺术中心隆重举行。
8个类别20名“匠才”当选上年
度“状元”，30名工会干部被表
彰为企业星级工会干部。

据京口区总工会介绍，
“京口状元”评选活动已开展4
届 ，约 110 名 个 人 当 选“ 状
元”。为动员全区广大职工，
调动干部群众工作、生产积极
性，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
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京口，
2017年，区总继续在全区深入
开展“建功‘十三五’、创新促
发展”劳动竞赛，以提升技能
水平、激发创新活力为重点，
积极争当“京口状元”。同时，
区总联合区人社局、区卫计委
等部门，积极指导相关企业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劳动、技能竞

赛，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
和创造活力，有力推进各项工
作的开展，涌现出一批先进典
型。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尽心，
投入到京口“强富美高”的发
展潮流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发扬着工匠精神，传承着
匠心和匠韵。活动为坚守在
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尖兵、为倾
心为民的 30位星级工会干部
深度点赞。

上年度“京口状元”共涉
及卫生应急、物流运输、银行
业务、烘焙裱花、美发、电工、
起重机械操作、粮油加工八个
类别。1986 年出生的谈文俊
目前是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
公司的电工，这次当选了“状
元”，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只要踏实进取，就能
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成绩，实
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谭艺婷 陈俊文）

建功“十三五” 创新促发展

20名“匠才”当选“京口状元”

食用农产品示范市场
创建目标确定

本报讯 近日，我市召开食用农产
品示范市场创建动员会。记者会上获
悉，到今年年底前，每个辖市区须建成3
至5家食用农产品示范市场；到2019年
底前，每个辖市区建成6-10家食用农
产品示范市场；新改扩建的农贸市场应
按规范化要求建设。 （胡冰心 严娟）

江苏省第三环境保护
督察组已进驻镇江市，督察
时间为 4 月 24 日－5 月 23
日。举报专用联系电话：
0511—84408781，举报专用

邮政信箱：镇江市 37 号邮
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
电 话 时 间 为 每 天 8:30 －
20:00，来信受理在督察组
撤离后延续一周时间。

省督察组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

获全国文明村荣誉 提升村民文明意识

雩山村：为“美丽谏壁”增添亮色
本报通讯员 陆昌明 张弦 梅永生 本报记者 林兰

缤纷
假日

（上接1版）

对每一位患者
都充满责任感

“我并没有很崇高的追求，都是
尽自己所能做好需要做的事。”采访
中，朱小兰总是说，她是一个没有宏
伟目标的人，一切都是一步步尽自己
最大努力。

工作后的头两年，朱小兰是在妇
产科，随后才调入生殖医学中心。朱
小兰说，她清楚记得，在生殖医学中
心上班第一天，陈小芳主任就让她动
手实践，给予了她足够的信任和机
会。朱小兰说，从医，品德是第一位
的。她的导师和前辈在教她技术的
同时，更教了她最重要的医德，“无论
是面对患者，又或者面对现在所带的
研究生，我都会想到我自己的导师和
前辈对我的教导。”

生殖医学中心面对的患者具有一
定特质，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龄
夫妻、再婚夫妻，或者是失独家庭。医
生通常会先对他们进行受孕指导，实
施一些辅助手段，实在无法成功受孕，
才会考虑进行试管婴儿。目前，在四
院生殖中心成功生育试管婴儿的病例
中，最大年龄女性为45岁。

“医学是极其严谨的一项工作，
你不能有丝毫投机取巧。”朱小兰说，
作为医生，她能为这些患者所做的，
就是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好好完成临
床上的每一个步骤，为他们争取到更
多的机会，带去更多的希望。

让生命的太阳
照亮千家万户

本报讯 五月的镇江，花
木争芳，是旅游的旺季。今
年“五一”期间全市各大景区
精心准备，推出多种节庆活
动，丰富旅游产品，深受游客
欢迎，旅游市场持续红火。
根据相关分析与统计，三山、
茅山等 9 家 4A 级以上旅游
景区以及3家省级旅游度假
区共接待游客量 73.1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2.3%。小长
假 3天内，世业洲度假区接
待游客人次增长50%以上。

“五一”小长假期间，全
市准备了艺术表演类、游园
文化类等 6大类、30余项主
题活动以飨八方来客。其
中，“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
在丹徒世业洲举办，掀起音
乐狂潮，成为小长假一大亮
点，仅 4月 29日当天就接待
3万多人。金山景区举办金
山传奇游园会，生动再现水

漫金山、东坡赏
月等经典传说故
事，增强游客互
动体验，3天接
待游客 5万余

人。北固山举
办刘备招亲甘露
寺大型实景演出，

演绎三国时期刘备招亲的
故事情节和婚庆场景。南山
景区场举办汉文化主题活动，
现场的古筝、舞蹈、武术表演
和投壶、飞花令等互动体验吸
引了大批游客参与，景区接待
游客人次增长19%以上，总收
入同比增长14.6%。

小长假期间全市乡野田
间山花烂漫、美食诱人，美丽
的乡村迎来众多游客。岩藤
农场、开心农场乡村旅游区等
5家省四星级以上乡村旅游
区共接待游客量21.5万人次，
同比增幅 20%以上，开心农
场乡村旅游区接待游客人次
增幅超50%。句容第二届牡
丹节在茅山镇石磨豆腐村举
办，让游客参与牡丹观赏、汉
服游园、昆曲鉴赏、茶艺表
演、剪纸艺术表演等。宝华
山景区举办花山美食节，游
客在品山菜、燃篝火的同时
观看古老的祭祀表演，部族
民间表演、歌舞晚会等互动
性项目深受游客喜爱。

节前我市通过镇江日报
等多家媒体、微信等平台，宣
传推广小长假期间全市各大
旅游节庆活动，景区也通过
各自平台积极发布旅游活动
相关信息，为假期旅游市场
宣传造势。

为了方便游客，我市全
面优化旅游公共交通，让游
客出行更加方便舒适。镇江
文旅集团开通京江路旅游观
光车，途经金山湖国际房车
露营地、长江湿地公园、焦山
东大门等站，游客可以在车
上欣赏镇江美景。镇江江天
集团优化了镇江市区至宝华
千华古村直通车。5月1日，
镇江公交公司开通了4班市
区至宝华山旅游直通车，途
经江大、江科大等站。

（记者 司马珂）

节庆活动受欢迎 长江音乐节成亮点

我市“五一”旅游市场
持续红火游客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