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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润州分局推动党建工作有效提升
今年以来，市国土资源局润州分

局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多项举措，积
极抓好党的各项建设，推动全系统党
建工作有效提升。

狠抓责任制度落实。局党工委
认真梳理全年党建工作，先后制定了

《党建工作任务分解表》《党建工作联
系点分工表》《落实党建领导责任清
单方案》《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月
度计划表》等具体实施文件，指导重
新整合后的城西中心所和蒋乔中心
所分别建立党支部，对届满的两个党
支部严格依据规定组织换届，进一步
配齐配强党务干部，确保党支部建设
质量提升工程和强基固本“清风行
动”。

强化创新理论武装。局党工委
扎实开展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

月专题学习、廉政教育学习、《共产党
宣言》专题学习活动、“品味书香畅享
悦读”主题读书活动。党工委和各党
支部购置理论学习参考书籍，向每名
党员发放《共产党宣言》读本，向全体
公职人员发放《监察法》。通过带头
学、主动学、融入学推进学习型党组
织和书香国土建设，持续提升党员干
部的理论素养。

突出引领聚力功能。局党工委
以解放思想大讨论、专项督查整改、
党建工作例会、廉情分析季度会议为
抓手，认真梳理研讨阶段性党建工作
开展情况；以年度重点工作高质量发
展、作风效能建设系列创建活动为契
机，将党建具体内容与业务工作融
合，找准差距精准发力，深度推进“围
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中心”的

党建品牌。
注重多样活动开展。在党建工

作中，局党工委紧贴国土实际，脱虚
向实，促使党建工作看得见、摸得着、
有成效。建立公职人员廉政档案全
覆盖，组织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法》测
试；邀请本地区本行业的专家、长期
从事党建工作的业内人士、司法工作
者辅导授课，全方位多元化接受教
育；分批组织党员和中层干部赴革命
传统教育基地，锤炼党性锻炼品质。

（张伟峰 王彦冰）

丹阳法官提醒家长：

警惕寒暑假期间
孩子遭受侵害

本报讯 近日，丹阳市人民法院、
丹阳妇联联合举办了少年家事审判工
作新闻发布会。会上，丹阳市人民法
院副院长张峰介绍了近年来该院审理
的少年家事案件基本情况。丹阳市人
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蒋玲芳通
报了 5起典型案例。法官提醒，寒暑
假期间孩子遭受侵害较多，家长和社
会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

记者了解到，2016年10月至2018
年5月，丹阳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共受
理各类家事纠纷案件 1290 件，审结
1097件，其中80%以上为离婚纠纷；该
庭受理各类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及
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69
件，审结69件，共判处人犯数95人，其
中，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
件主要是性侵未成年女童的案件。

记者获悉，丹阳法院少年家事审
判庭 2017年审结的 14起性侵女童案
件中，有12起的被告人与被害人间存
在老乡、同事、朋友、亲戚的熟人关系，
时间主要集中在寒暑假期间，受害人
缺少家长、成人的有效看护陪伴，孩子
遭遇侵害常不能及时发现，也给司法
部门办案取证带来困难。

“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我们，今后
在对幼儿的全面监管确有困难的情况
下，家长也要有针对性地对孩子做好关
键点关键事的教育、提醒。”蒋玲芳表
示，有关职能部门、学校、社区也应加强
对周边环境的整治巡查，寒暑假期间组
织开展一些社区、集体活动，为家长监
管有困难的孩子提供正当的活动和游
戏场所，尽量防止不法侵害事件的发
生。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符向军）

市一院专家义诊
宣传甲状腺知识

本报讯 今年国际甲状腺知识宣
传周的主题是“关注甲状腺，轻松迎好
孕”，呼吁全社会关注育龄妇女和妊娠
妇女的甲状腺健康。8日，市一院内
分泌科联合普外科多名专家，在门诊
大厅举行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健康
咨询、免费检查促甲状腺激素（TSH）。

现场，专家联合义诊吸引了许多
市民，有一些市民对甲状腺知识并不
了解。内分泌科主任吴晨光介绍，甲
状腺是一个位于气管前、蝴蝶形的小
器官，甲状腺制造、储存并释放甲状腺
激素入血，调节着身体的生长发育、新
陈代谢。

“特别是对孕妇而言，甲状腺功能
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这是医生判
断孕期健康和胎儿健康状态的一个重
要指标。”吴晨光说，胎儿自身甲状腺
在妊娠20周以前尚未形成，其生长发
育需要的甲状腺激素主要依赖母体，
这个阶段是胎儿脑发育的重要时期，
如果甲状腺激素不足（甲减），就会使
胎儿脑发育不良，导致神经系统发育
障碍，严重者可发生克汀病（呆小
症）。如果甲状腺激素过多（甲亢），就
会使妊娠妇女流产、早产、胎盘早剥等
发生率增加，早产儿、胎儿宫内生长迟
缓、足月小样儿等危险性提高。

他补充介绍，不仅是孕妇需要做
这项检查，有生育准备的朋友也需要
在怀孕前做好检查，如果发现问题及
时治疗，为以后的生育条件做好基
础。 （王露 朱研）

“留动中国”东南赛区
决赛在江大举行

本报讯 日前，“留动中国”——
在华留学生阳光运动文化之旅东南赛
区决赛在江苏大学举行，央视五套进
行现场直播。

第三届“留动中国”——在华留学
生阳光运动文化之旅由教育部主办，中
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承办。活动面向来
华留学生，组织定向越野、篮球三对三、
体育艺术展示三类比赛，丰富在华留学
生的文化生活，增强留学生对中国社会
的认同感和融入感。记者在大赛现场
看到，来自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等 8个省市、23所高校的
25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舞术》《汉
风皖韵·五禽戏》《相亲相爱》《红色芳
华》等体育艺术节目精彩纷呈，引来台
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在开幕式上
介绍，“留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
光运动文化之旅是贯彻落实《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及《留
学中国计划》精神，推动中外青年交流
融合，全面提升来华留学教育国际影
响力的重要举措。经过多年的积累和
发展，“留动中国”活动已经成为在华
留学生参与规模最大的体育文艺活
动。 （胡冰心 吴奕）

本报讯 昨天上午，“新鲜
一课·经典传承”传统文化推广
活动在诗词文化地标景区——
北固山风景区举办。

本次活动由江苏城市频道
联合省教育厅、省文明办、省阅
读办共同发起。来自镇江的20
组家庭在特邀讲解的带领下，
走进诗词名山——北固山，来

到辛弃疾笔下的北固楼，倾听
《南 乡 子·登 京 口 北 固 亭 有
怀》。省非遗传承人黄俊章先
生演绎“刘备招亲甘露寺”故事
选段，让大家漫游在历史和诗
词描绘的文化意境里，切身体
会词人的壮志豪情，感受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

（王智慧 司马珂）

北固山举行传统文化推广活动

日前，市总工会对我市获评省
第十五届“文明职工”的7位职工进
行表彰，润州区机关幼儿园园长朱
莉是此次润州区唯一获评的职工。
从教29年来，朱莉把她的青春和智
慧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尽她最大的
努力，让孩子们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上午10点多，当记者来到朱莉
的办公室时，她正在查阅相关资
料。堆放着一摞摞报纸和书籍的
办公室，俨然是一间小型的阅览
室，充满了书香气息。不仅是办公
室，朱莉的家里甚至床头也有很多
书籍。多年来她养成了不断学习
的习惯，每天工作再忙，回到家再
累，她都会抽出时间来看书学习。
29年来，朱莉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学
习的机会，经常利用假期参加各种
教育研究的培训。前不久，她还前
往北京参加培训，并考取了家庭教
育指导师资格证书。“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长期对自己的严格要
求，丰富了自身的理论知识，近年
来，朱莉撰写的论文在省、市刊物
频频发表，获奖论文近50篇。

从1989年参加工作，当上一名
普通的幼儿教师，到1998年到润州

实验幼儿园当副园长，2008年到中
山西路幼儿园当园长，2014年轮岗
到润州机关幼儿园当园长，一直以
来，朱莉都为所在的幼儿园尽心尽
责。2014 年，面对新的环境和挑
战，她放弃暑期休息时间，重新设
计园所规划，从环境改变入手，添
置了风雨长廊，铺设了运动草坪，
堆砌了迷宫山坡，孩子来到幼儿园
后，仿佛置身童话世界。在教学
中，她从童话入手，培养孩子讲童
话，玩童话，画童话，演童话的能
力，使孩子有获得感和成就感。在
幼儿园教学楼的最底层，有一个占
地800多平方米的“游乐场”——风
雨操场，这是我市所有幼儿园中唯
一的一个。朱莉将原本是教职工
的停车场改造成风雨操场，是为了
让孩子们在雨雪天也能有个地方
尽情玩耍。

全国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省
“333工程”培养对象、市十佳教师、
市骨干教师、市名校长……朱莉告
诉记者，一直以来，她的目标就是成
为一名研究型、专家型教师，为此她
坚持定期参加各级各类的教研活
动，一直主持着幼儿园的课题研究，

带头开展幼儿园教研工作，作为主
持人申报了多项教育科研课题，通
过全体教师的不懈努力，已有十余
项课题顺利结题。其中，两项课题
研究成果获省教育教学成果评比一
等奖，一项课题获省精品课题培育
对象，一项课题获省专项经费资助。

除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外，朱莉
还十分重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主
动做好传、帮、带，积极承担指导青
年教师的工作，每年为教师提供培
训机会，在她的指导和帮助下，越
来越多的青年教师在教学中脱颖
而出，成为学校教学的主力军。

朱莉说，能成为一名幼儿教
师，她是幸运的，每当看到孩子们
活泼可爱的笑脸、得到家长们认可
的那一刻，她就会感到非常的幸
福。朱莉表示，创办一所家长满
意、学生健康、社会认同的优质名
园，一直是她的心愿，她将用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为孩子做点事，在这
份美好的事业中不断攀登。

在幼儿教育事业中不断攀登
——访润州区机关幼儿园园长朱莉

本报记者 孙晨飞 本报通讯员 王云苏

RED CANDLE PIONEER

本报讯 昨天上午，新东方
创始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董事长俞敏洪在省镇江一中，
与我市 3000 余名家长代表分
享了他的家庭教育观，引来家
长们的阵阵共鸣。

近年来，有关家庭教育的
讨论热度空前。如何让孩子
成为最好的自己？家庭教育
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为
助力家长和孩子的共同成长，
我市特邀“教育大咖”俞敏洪
来镇开展主题为“做好父母
放飞孩子”的主题讲座。此次
活动由市教育局、镇江报业传
媒集团主办，中国银行镇江分
行协办，中国移动镇江分公
司、新东方镇江学校、江苏省
镇江第一中学、京江晚报共同
承办。

俞敏洪认为，为人父母应
该养成读书的好习惯，要懂得
真诚高尚的人格、开朗豁达的
个性、勤奋向上的态度、独立勇
敢的精神、敢于吃苦的习惯、不
怕失败的心理、善于交流的能
力、宽容大度的处世态度以及

终身依赖的技能，才是对孩子
最重要的东西。俞敏洪特别指
出，一个完善的人要兼具智商、
情商和逆商。而一对好的父
母，要一起制订孩子合理的成
长计划，通过规矩养成孩子良
好的发展习惯，和孩子充分交
流，伴随成长。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
记、社长、董事长王红卫在致辞
中表示，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
报业传媒集团虽职能分工不
同，但倾注心力推动镇江教育
事业发展的愿望是一致的。作
为教育主管部门和本地权威媒
体，双方联手推出过许多指向
教育、面向市民的活动。这次
俞敏洪有关家庭教育讲座的举
办，为今后共同打造更多类似
的公益活动、讲坛讲座提供了
范本。

作为活动的协办方，中国
银行镇江分行也一直关注教
育，致力于各类公益活动的举
办，关注家庭教育与子女成长，
助力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双重传
承。 （古瑾）

如何做“中国好父母”？

俞敏洪来镇分享家庭教育观

昨天，“做好父母 放飞孩子”俞敏洪老师家庭教育讲座在省镇
江一中体育馆举行。 谢道韫 摄

昨天，市红十字会的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和
镇江高专、江大的志愿者
分别在大润发旁献血房车
和江大校园开展“为他人
着想 捐献热血 分享生
命”纪念第十五个世界献
血者日活动，向市民发放
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宣传资料，动员献血
市民在献血的同时，也加
入中华骨髓库，挽救更多
的血液病患者。活动中，
志愿者也参加了无偿献
血。
王呈 强逸云 摄影报道

《喀什风情》出版赠书仪式举行

前天，由市中院副院长吴猛创作
的《喀什风情》发行赠书仪式在镇江市
图书馆举行。

《喀什风情》摄影图书是吴猛利用
节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南疆喀什创作而
成，记录了新疆喀什地区的民风民俗，
展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歌
颂了人性的善良、百姓的淳朴祥和与
乐观豪放。该书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
版发行。 宋建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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