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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号子、太平花灯、诗词朗
诵、采茶舞……”日前，在位于南山
景区东南角的林隐茶博园内，官塘
桥街道首届农耕文化旅游节正式拉
开帷幕。耕作时挥舞的农具、劳动
时高亢的号子、祈福时扭动的舞蹈、
采茶时优美的姿态，一个个精彩的
节目让观众们大饱眼福。近年来，
官塘桥街道秉承“服务为先，文化为
民”理念，发扬传承特色，树牢农耕
文化品牌，弘扬优秀乡土文化，以首
届农耕文化旅游节为起点，全力推
动官塘农耕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为
润州城市经济发展，为官塘片区建
设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5年前，官塘桥街道“秀山号子”
和“太平花灯”成功申报为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可以追
溯至700年前的农耕文化，记录着劳
动人民以歌为伴、以号为拍的劳作
场景，如今随着传承人的渐渐老去，
如何把这些文化传承下去，成为街
道近些年重点工作之一。

“一个麻雀一个头，两个眼睛乌
溜溜；两个翅膀拍拍飞，飞到高山上
吃露水……”每到周三的下午，官塘
桥中心小学的音乐教室里，就会传
出一阵阵整齐而嘹亮的喊号声。5
年来，秀山村村民朱兰英和张荣英
风雨无阻地教学校的孩子们学唱

“秀山号子”。在此次农耕文化旅游
节开幕式上，来自官塘桥中心小学
的“小传承人”们首次单独表演“秀
山号子”，受到观众们的好评点赞。

为了深挖传统内涵，让非遗传承
源远流长，官塘桥街道针对“秀山号
子”和“太平花灯”两个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专门制定中长期保护规划。
一方面加大非遗传承力度，一方面给
这些文化搭建表演的舞台，让它们不
仅留下来，更要走出去。以进校园、
进社区为主要方式，由街道文化骨干
利用平时空余、寒暑假、双休日等时
间，在学校、社区进行培育传承。如
今，“秀山号子”小传承人已有 30多
人，他们都能独立喊出几首秀山号
子。“太平花灯”在宝平社区居民中也
有 20余人的中青年传承队伍，已能
熟练完成花灯表演。

前不久，官塘桥街道农民运动
会乒乓球比赛在镇江实验学校体
育馆举行，与以往在田间挥洒汗水
不同，36名农民选手在乒乓球桌前
一决高下。针对拆迁后原有农村
居民分散居住的现状，提醒大家珍
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不忘对乡
土记忆的传承，街道已连续多年举
办农民运动会，将挑担接力、原地
抛秧、抢收南瓜、端水保苗、拔河等
源于传统农业劳作的趣味运动项
目原汁原味保留下来，让新老官塘
人共同体验农耕乡土情怀。此外，
街道还统筹整合各个村（社区）文
化资源，在全年系列文化活动中，
筛选出多个精品节目，集中在已经
连续举办 10 年的农民春晚舞台上
进行展示，展现官塘新市民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 （下转2版）

送走了喧嚣的音乐节，世业
洲显得分外“宁静”。郁郁葱葱的

“绿色”随着公路延伸，哪怕经过
村庄，也未曾远离：在房前屋后

“布置”出宜人的舒适感，映衬着
浅浅的水池和娇艳的月季，是环
境亦是美景。住在这里的人们都
说，经过“厕所革命”“宽带下乡”
等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这里推
开门就是风景，回到家就是都市。

下乡与进城，只隔一扇门

“小厕所，大民生。”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2014年来世业洲视察时留
下的“民生金句”。一晃4年过去了，
世业洲的农民现在过得怎么样？

63岁的东大坝村村民尚玉田
在岛上生活了大半辈子，谈起生活
的变化，他由衷地感慨道，生活条件
一天比一天好，比住在城里还舒服。

尚玉田的感慨来自全镇的厕
所提升改造工程。近年来，世业
洲通过争取项目资金，实现了全
岛4020户纯农户三格式化粪池改
造，同时，村级的污水管网建设推

进顺利，大部分村民家中的抽水
马桶已并入污水管网。这项工程
不但让老尚一家摆脱了上“露天
茅厕”的尴尬，更让环境发生了大
变化。“以前，上厕所只能在院子
里，一到夏天，苍蝇蚊子多，味道
还大，上厕所和‘上刑’一样……”
尚玉田感慨道，2016年，在镇里改
造工程的支持下，他在院子里建
了两个水泥外墙、内贴瓷砖的水
冲式厕所。

“厕所是我家修的，三格式化
粪池确是镇里统一出钱建的。经
过三个池子沉淀出来的‘清水’，可
以直接浇菜。这个池子真是好。”
尚玉田指着院子里 1亩多地的菜
园，如数家珍地介绍着辣椒、茄子
等蔬菜，小小的菜园在精心的侍弄
下显得格外别致。“我在菜地里建
起了水泥小道，下雨天也能下菜
地，摘几个菜就能做一顿饭。”

现在，尚玉田的院子里是成
片的水泥地，干净整洁不说，一点
异味都没有。院子前面还有一片
鱼塘，按他的说法，就这么一小块

水塘，能让全家一年吃鱼无忧。
在东大坝村，家家户户都和

尚玉田家一样，院里的水厕干净
卫生，菜地里四季都长着新鲜蔬
菜，田园乐趣十足。而只要进了
家门，那就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走进村民周辉的家中，土灶
台和天然气燃气灶“同处一室”，
老式电扇和柜式空调“相得益
彰”，电视和电脑“共同服务”……
俨然一个都市小公寓。

周辉说，近年来，随着生活条
件的不断提高，家家户户都添置
了家用电器，特别是和村里的污
水管网连着的抽水马桶，着实让
他体会到了城市生活的方便。他
说，村里不但通了天然气，让燃气
灶有了“用武之地”，还把网络配
套的基础设施铺好了，村民谁家
需要装宽带，直接去营业点缴费
就行，很快就能入户。“在家就能
上网，不管是购物还是看新闻都
十分方便。村里还开着两家超
市，3-4家水果店，想吃什么都买
得到。” （下转2版）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叶飞率领市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市经信
委、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深入 6
家企业，视察推进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整改工
作，要求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为契机，
坚决彻底整改到位，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全
力以赴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目前企业相关排放是否达标？”“采取了
哪些整改措施？”“环境问题整改进展如何？”

“有没有把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张叶飞
先后来到华电句容发电厂、句容台泥水泥有
限公司、江苏苏亚迪炭材有限公司、江苏华元
焦化有限公司、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
司、镇江港务集团金港分公司，深入企业运行
控制中心、生产车间、堆场码头，实地察看企
业环境污染问题整改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废
气、废水处置措施及效果。从污染物减排措
施落实到企业厂区环境整治，从工艺设备转
型升级到环保污染问题整改进展，每到一处，
张叶飞都看得认真、问得仔细，就当前仍然存
在的问题，立即提出明确的整改要求。

今年 1-5月，我市PM2.5浓度对比去年
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紧紧抓住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和省环保
督察契机，制定实施“镇江市蓝天保卫战十
条”，采取强力措施促进空气质量改善。近
期，从监测数据来看，市区 PM2.5数据出现
大幅下降，管控效果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但
我市空气环境质量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现场推进中，张叶飞强调，污染防治攻
坚战是党的十九大部署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是必须坚决完成的政治任务，各级各部
门要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贯
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要求，充分认
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落实好各级党委政府的属地责任、环境保护
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高度统
一思想，迅速行动起来，不折不扣完成整改
任务，确保完成年度环境整治任务目标。相
关企业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加快技术改造，认真落实整改责任，科学
合理优化整改方案，在规定时限内整改到
位。对敷衍塞责、整改不力、弄虚作假的，一
律严肃问责，从严从重处罚。

市政府秘书长杭祝鸿参加推进。
（记者 孙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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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发扬传承特色 弘扬乡土文化

官塘桥街道“农耕文化”活力无限
本报记者 孙晨飞 本报通讯员 杜炜 朱祥明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全国眼镜验配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在丹阳筹建分委员会
本报讯 近日，由丹阳市检

验检测中心（国家眼镜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承担的全国服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眼镜验配服
务分技术委员会，获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批准筹建。这是继
去年江苏省眼镜光学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后，在丹阳落地的第二
个标准化专业技术组织。丹阳
作为县级市则是首次承担全国
性标准化技术组织秘书处工作。

眼镜验配服务的规范化，能
保障佩戴者视力健康和人身安
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丹阳市检验检测中心将于年
底完成眼镜验配服务标准化分技
术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下转2版）

本报讯 昨天上午，镇江市河长
制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会
议对前一阶段我市河长制工作作了
回顾总结，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部
署推进，要求进一步明确河道整治的
目标任务，全面压实河长工作责任，以
形成巡河治河的长效机制。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叶飞就
“切实履行好河长职责”这一主题，
从“为什么推进河长制？河长的责
任是什么？怎样推进河长制？”这3
个层面向与会的全市各级河长、河
长办成员单位负责人作了讲话。

张叶飞指出，去年以来，各地
各部门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
全面推进河长制的决策部署，建立
了市县镇村四级河长，实现了河
长、湖长、库长全覆盖，完成了“一
河一策”编制工作，河长制工作相
继通过省级验收和中央考核组考
核，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对照生态
文明建设的要求，对照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我市
河长制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张叶飞说，必须充分认识河长
制的重要性，这是事关全局的战略
性、长期性工作，要不断健全组织
机构和运行机制，做到守水有责、
守水负责、守水尽责。

河长是河道整治的第一负责
人。张叶飞指出，作为“领头羊”的
河长要做到“四个清楚”：现状要清

楚，要重点把握好河道情况和污染
来源；目标要清楚，要弄清全市总
的目标和具体河道目标；思路要清
楚，一方面要坚持水岸同治，另一
方面要坚持全域联治；措施要清
楚，要抓方案制定、抓组织实施、抓
统筹协调、抓督查考核。

张叶飞强调，全面推行河长制
是一场攻坚战，具体要做到“四个
压实”：属地责任要压实，确保水流
到哪，责任就跟到哪；部门责任要
压实，相关部门和条线要按照职责
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高质高
效抓好管水治水各项任务；主体责
任要压实，企业承担着污染治理的
主体责任，对不符合排放要求的，
依法从严执法，该改造的改造，该
拆除的拆除、该关闭的关闭；监督
责任要压实，各级河长办要认真交
办督办河长确定的工作事项，建立
健全工作落实考核评价体系，强化
考核结果应用。

会上，市河长办汇报了全市河长
制工作及水功能区达标情况，市环保
局通报了市重点河湖国考、省考断面
水质达标情况，市水利局介绍了市防
洪防旱调度和水质提升方案。

市领导、市级河长湖长倪斌、
李健、秦海涛、郭建、詹立风、胡宗
元、孙晓南、陈金观、陈可可等参加
会议。副市长、市河长办主任曹丽
虹主持会议。 （记者 栾继业）

深切缅怀陈毅元帅
江南抗战丰功伟绩

《三唱陈老总》宝堰首唱
本报讯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

爆发 81周年，也是“新四军四县
抗敌总会”成立80周年。当天上
午，纪念新四军镇（江）、句（容）、
金（坛）、丹（阳）四县联合抗日会
议胜利召开80周年暨《三唱陈老
总》首唱式，在位于革命老区丹
徒宝堰镇的新四军四县抗敌总
会纪念馆举行。陈毅元帅特型
演员、中国红·伟人艺术团团长
冯黎，原副总理谭震林警卫秘
书、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原故居办
主任郭静等参加活动。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
发，全国掀起了抵抗侵略的热潮。
1938年6月15日，陈毅率新四军
一支队抵达宝堰。1938年 7月 7
日，陈毅在住宿的怡和酒行大院内
召开了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
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并发表演讲，
筹备成立了新四军四县抗敌自卫
委员会，号召各界人士团结起来一
致抗日。正是在新四军和“四抗
会”的领导下，四县人民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抗日运动。

在这里，陈毅约见管文蔚、争
取纪振纲、动员樊玉琳、启发巫恒
通、收编许维新，多次举办东南抗
日干部政治训练班，（下转2版）

用“四个压实”打好这场攻坚战
市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东大坝：推门“入园”关门“进城”
——“小村破大题看乡村这样振兴”系列报道之生态振兴

见习记者 曹源 本报记者 周迎 王鹏程

“最美书店”呼唤文明顾客
昨天下午，“2018江苏最美书店”镇江新华书店漫书阁的工作人员在童书馆收拾散落在地上、书架上的

图书。据工作人员介绍，暑假以来，这里已成了“托儿所”“游乐场”。一些孩子和家长在书架上拿书看后也不
归位，图书乱扔乱放现象严重，有的图书还被撕破了。一天下来，工作人员要拾捡四五百本图书，许多图书损
坏已不能再销售。工作人员呼吁孩子和家长能文明看书，爱护书籍。 王呈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