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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天宁区民政局
获悉，今年天宁将投入 360 万元为
600 户困难老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
造。目前，一家一户的评估工作快
结束了，9月将陆续开始施工。

据了解，今年的改造包括三大
块：一是室内无障碍改造提升，比
如出入通道无障碍改造、消除地面
高差、保障轮椅进出空间、室内墙
体安装扶手（抓杆）、加装夜间照明
装置等方便老年人行走，安装感应
夜灯、防撞护角等，保证通行安全；
二是如厕、洗澡安全改造，对卫生
间、浴室地面进行防滑处理，配备
智能坐便器，在洗手盆、坐便器旁
安装扶手等，降低意外风险；三是
居家环境改善：对客厅和卧室进行
墙面翻新，实施居室照明优化等，

改善居住环境。
“今年还新增了设施改造，室内

增加了走道扶手，室外有不锈钢立
地扶手。”负责进行适老化改造的是
福康通养老产业集团，项目经理严
丽慧说，在卫生间增加了防滑地砖
和墙砖，有浴缸的拆除改淋浴，有蹲
便的改成坐便。在厨房增加了厨房
升降操作台、不锈钢操作台、抽拉式
水龙头；在阳台增加了安装可升降
晾衣杆等。

当前，居家养老仍是主流养老
方式，要想消除安全隐患，必须进行
适老化改造。考虑到每位老人身体
情况不同，每个家庭环境也不一样，
天宁区的适老化改造一直是“私人
定制”。

（凃贤平 罗翔）

今年新增设施改造

适老化改造今年投入360万元

为600户困难老人家庭“私人订制”

住了20多年的小区，居民之间依然
不认识、不交流。如何把“陌生人社区”
变成“熟人社区”，红梅街道的虹景花园
率先进行有效探索。

虹景花园总共16幢居民楼，以老年
人居多。今年，为加强居民之间的沟通，
虹景社区给 16 幢楼建了 16 个微信群，
相比之下38幢楼进群的居民比例最少。

社区书记王雄提出，就选最具挑战的
38幢楼48户居民来做“熟人社区”试点。
随即，组建一个社区治理组，组长就是王
雄，并分成策划组和执行组两个小组。

策划组的柏婧钰、冯磊，是工作两三

年的年轻社工，平时点子就多，而执行组
的朱慧、张春梅两人30多岁，亲和力强。

“必须想办法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
系，我们策划组就策划了一个家庭互动
活动。”柏婧钰说，一开始设计是“抛汽
球”，社区管家提醒，老年人容易闪了腰，
最终改成了“运气球。”

7 月 12 日，第一次以楼栋为单位的
邻里互动活动来了 20 多户家庭，用“运
气球”活跃气氛，“萝卜蹲”增进了解。一
个半小时的活动，居民意犹未尽。

从活动中社区发现了一批“活跃居
民”，于是趁热打铁，邀请他们一起策划

把38幢楼建成“福满楼”，并就“福满楼”
的建设标准提出居民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居民讨论热烈，最终列出 6
条意见形成一份倡议书，期望本楼幢的
居民做到单元大门关一关、楼道环境管
一管、左邻右舍访一访、邻里矛盾劝一
劝、居民有难帮一帮、楼内事务议一议。

“38 幢居民正好遇到一件事，单元
门有个台阶比较陡，长青苔，曾经有老人
就摔倒在这里。”柏婧钰说，8 月 19 日
晚上6点，针对居民反响最热烈的“楼道
环境管一管”率先整改，10 多户居民自
己来清理楼道，有的甚至把孩子也带来

参加。
现在，有居民甚至主动到社区来，

“下次有活动一定要喊我，有什么适合我
做的事情也叫我。”

“我们近阶段的重点，是在‘活跃居
民’中发现‘能干居民’。”王雄说，打造

“熟人社区”，首先要让社工熟悉居民，再
想办法让居民相互熟悉起来，最终实现
社区环境、物业矛盾、社区活动等均由居
民自主发动、人人自治，变“社区主动”为

“居民主动”，再从“居民主动”提升为“居
民能动”。“给我们三年时间，相信在虹景
花园能实现。” 凃贤平 祝正

基层治理第一步：

老小区怎么变成“熟人社区”？

本报讯 9月2日，天宁区出台
《文明养犬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方
案指出，自即日起，将在辖区内开展
为期4个月的养犬集中整治行动，重
点围绕携犬出户不使用牵引绳、犬
只粪便不及时清理、携犬进入室内
室外公共场所等违规行为，开展集
中整治。

此次整治行动主要集中在居民
小区、市民广场、公园、主干道及其
他公共场所区域，红梅新村、朝阳三
村、金梅花园、青龙苑这4个小区被
划定为重点犬类管理区。

经连日走访，市公安局天宁分
局排查了 40 余个社区、20 余个村
委，联系 500 余户养犬居民，对犬
只品种、数量以及准养证办理、狂

犬疫苗注射等情况进行调查，截至
目前，登记在册的各类宠物犬 400
余只。

据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副局长刘
明亮介绍，各街道派出所民警将在
市民遛犬比较集中的早晚时段，对
广场、绿地、公园、小区等重点路段
进行巡逻检查，对极有可能伤人的
流浪犬及时妥善清理，同时敦促养
犬人拴好犬绳。

截至目前，天宁公安分局已清
理大型犬 7 只，捉捕流浪犬 17 只，
处罚21起因违法携犬外出的案例，
办理罚款案件 1 起。同时提醒市
民，如遇流浪狗可拨打 81091199
常州市犬只留检所电话。

（陶怡 莫国强）

养犬需守规矩

天宁开展养犬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9月5日，天宁区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九洲环宇分会成
立，这也是全市首个以城区楼宇为基
地创立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

天宁街道位于常州老城区，辖
区内有 60 座楼宇，近 2000 余家民营
企业。街道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

战工作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推
出“海星计划”等活动，为入驻楼宇
企业中的新阶层人士开展理论知识
普及，帮助他们把牢政治方向，提高
政治站位。同时，街道积极完善楼
宇新阶层人士管理机制，在楼宇内
创建特色品牌活动“红色青果”“新

风课堂”，为新阶层人士提供交流、
学习、联谊平台。

其中的九洲环宇分会下一步将组
织开展《民法典》进楼宇讲座、杜绝舌
尖上的浪费公益行动、我身边的小康
演讲比赛等一系列活动。

（罗翔 沙杨）

天宁成立全市首个楼宇新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

本报讯 美丽乡村查家湾、黄
天荡湿地公园、水乡丰北、焦溪古镇
等打造出山美水美的农居风貌。然
而，农村路网建设滞后，让全域旅游
发展“如鲠在喉”，如何像打造美丽
乡村一样建设农村路网？在近日郑
陆镇开展的首场“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会上，就以“美丽乡村道路建
设”为议题进行协商。

会前，镇政协委员、部门代表、
村委工作人员、村民代表组成调研
组，前往查家、丰北等地实地调研。

“从市区前往查家湾、丰北、黄
天荡和焦溪古镇，不但道路单一，而
且‘九曲十八弯’，路面保护和修缮
迫在眉睫”“不但要加快完善本地区

干线公路、村镇之间‘毛细血管’建
设，打通各景点空间壁垒，而且要补
齐查家湾与江阴市之间的路网衔
接，打通行政壁垒。”会上，与会人
员展开热烈讨论。

经协商讨论，各方达成共识：
一是将工业大道东延至常焦线，新
堂路东延至朝阳路，进一步完善路
网；二是强化对焦溪古镇、丰北村
和查家湾美丽乡村周围道路的安
全隐患排查；三是加强美丽乡村之
间的道路贯通，以构建“快进慢游”
旅游交通网络为目标，实现重要节
点、旅游目的地与交通干线的互联
互通。

（徐佳誉）

“有事好商量”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9 月 7 日，红梅街道
“红梅管家团团转”项目启动，通
过成立社区“智库”，为基层队伍
扩容，为基层社工减负，为基层治
理增力。

目前老旧小区面临的种种问题
都依赖社工参与解决，尽管红梅街
道 20 个社区聘请了近 200 名社区
管家参与社区治理，但是由于小区
各类问题层出不穷，社区管家专业
知识不足，无法形成有效合力。

红梅街道目前分成四个片区，
根据片区特色和社区阵地优势成立

相应的社区“智库”。
依托红梅片区道德讲堂开展

家风讲师团，挖掘能人，撰写家风
家训宣传册，开展特色分享会。物
管评议团着力北环片区的社区议
事 ，针 对 居 民 诉 求 ，开 展 物 管 评
议。银发文艺团发挥片区管家熟
人优势，招募志同道合的居民加入
团队，打造熟人社区，提升社区软
实力。爱心帮帮团，精准帮扶，着
力于锦绣片区内的社企共建平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凃贤平 祝正）

红梅街道成立社区“智库”

“ 不 是 所 有 老 师 都 有‘ 桃 李 满 天
下’。我种了 20 年的桃树李树，但最终
可能只结了一两个桃子，但我闻到了满
园芬芳。”

43 岁的刘丽燕，看上去很年轻，是
光华学校五年级的班主任。和想象中完
全不同，她一脸阳光，笑意盈盈。

20 年带了三届共 55 名学生。对于
这些孩子，她要求每天都要劳动，通过踏
踏实实的劳动，去赢得别人的尊重。“当
老师第一年，我就为每个家庭建了家校
联系本，上面需要家长写清楚孩子每天
的作业和劳动完成情况。”

做特教老师有什么成就感？刘丽燕
说，现在班上有个唐宝宝，一年级的时候，
不会用汤勺和筷子，吃饭都要大人喂，上厕

所也不会擦屁股。经过4年的锻炼，她不
仅学会了生活自理，还学会了日常家务劳
动，甚至会切菜、炒菜。“我们就盼着孩子能
够成人，成为正常人，被全社会接纳。”

周铭和刘丽燕曾经是校友，现在是
同事。她是二年级的班主任，工作 22
年，带过五届学生。她的幸福感，就在孩
子们一点一滴的变化中。“有时候，一堂
课就只教一个生字，但孩子们也不一定
能记住，每天要不断地机械重复。”

刚做特教老师的时候，19 岁，因和

家长沟通不顺，还被家长骂了一通，回家
就哭了。“这就让我清楚了跟家长沟通的
重要性，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实
施教学方法。”

今年班上 10 位学生，大致分成 5
类，周铭要因材施教。“比如说同一场语
文考试，就要发5种试卷，因为每个人的
状况不同。”

因为每届孩子不多，相处的时间又
足够长，她记得所有孩子的名字。“但是，
这些孩子离开校园后，经常会忘记自己

的老师。”
有一次在商场，碰到两年前毕业的

学生，是个重度的孤独症孩子。周铭一
眼就认出他，可是学生从自己身边走过，
完全认不得近在咫尺的老师。“当时还是
有点心酸的。”

“单纯、敬业、温暖，这是老师留给我
最深刻的印象。”光华学校校长戚志宏希
望社会各界对特教老师更多理解和支
持，因为她们所做的一切，是为整个社会
更美好。 凃贤平 杜明

闻到满园芬芳

傍晚来临，翠竹大道又到了一天中
最热闹的时候。这条宽不足 7 米的道
路，穿过拥有 9000 多户居民的翠竹新
村，串联起3所学校和一家菜市场，繁华
的同时也带来了停车难问题，违章停车、
道路堵塞、车辆碰擦等现象时有发生。

为缓解矛盾，天宁区一方面向外整
合周边资源，一方面向内挖掘空间潜力，
增加停车位供给。

向外整合周边资源，主要通过开放
夜间免费停车位、建设共享停车场等方
式增加停车位。

目前，翠竹大道已免费开放91个夜
间停车位，时间自夜间 7 点至第二天早
上 7 点，非停车区域，则增设 10 个电子
监控抓拍探头，一系列措施让翠竹大道
违章停车现象得到有效改善。截至目
前，天宁已开放 36 个夜间道路停车场，
提供泊位2112个。

天宁还充分挖掘小区周边企事业单
位停车资源，建立错时停车机制。今年
开建秋广场（东京 120 大道附近）、文化
宫、市一中、雕庄街道全民健身中心、二
十四中天宁分校 5 处公共停车场，共可
提供4000多个停车泊位。

截至目前，市一中地下停车场和文
化宫地下项目已基本完工。

小区也在努力“螺蛳壳里做道场”，
采访中，水晶城小区就通过盘整空地、重
新施划等方式增补停车位。

水晶城小区曾因停车问题多次爆发
邻里矛盾，后在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的指导下，小区重新整理土地资源，在允
许范围内，“挤”出150个机动车停车位，
并规范收费，缓解了小区的停车矛盾。

为让停车更方便，今年天宁计划接
入“智慧平台”——“常州停车”APP，“登
录就能看到附近哪有停车位以及空车位
余数。”区住建局市政公用事业科科长
孙卫中说。

陶怡 姜宇锋 朱晨娇

外整周边资源、内挖空间潜力

天宁老旧小区
停车不再靠抢

“不愁卖不掉，只愁不会养。”蚂蟥
在养殖户朱明眼里，是值钱的宝贝。
新鲜蚂蟥最高每斤售价 120 元，即使
养殖不善，死掉的也能卖到60元一斤。

9月7日，记者来到郑陆镇石堰村，
朱明的蚂蟥养殖基地，占地70多亩，有
12个蚂蟥养殖大棚。大棚里是一个个
水泥砖砌成的长方形水池，水面漂浮着
水葫芦，水底是一节节剖开的白色
PVC 管和螺蛳，每节管下藏着数十条
蚂蟥，“蚂蟥喜欢避光生长，饲料以螺蛳
为主，水葫芦可以净化水质”。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生产，朱明已
投入1300万元，“卖了一套房，又抵押
了儿子的婚房。”

4-5 月投苗，9-10 月份成熟，如
今已到蚂蟥开卖的季节，据朱明估计，
70 多亩养殖水面，总产量能达 8 万
斤，总产值在800万元左右。

蚂蟥药用价值高，但养殖难度也
很高。比如，对水质有要求，水受到
一定程度污染，蚂蟥就可能全部死
亡；对温度的反应很灵敏，最佳水温
为 26℃-30℃ ，室 内 温 差 不 能 超 过
5℃；对吃也很挑剔，“食用的都是与
它同等体积大小的螺蛳，这些螺蛳都
是从苏北运来的，前一天打捞装车，
第二天送到，上面还带着湿润的泥

土，非常新鲜。”
做工程出身的朱明，年过半百才

跨界养殖产业，比常人更具钻研和吃
苦精神。

为掌握养殖技术，他前往安徽、
浙 江、南 通 等 地 拜 师 学 艺 ；边 养 殖
边摸索，吃住都在基地，“夜里要巡
查好多次，水温低于 25℃了，就把
大棚膜放下来提温，温度过高就把
膜升起。”

朱明入门时间仅 1 年，他却自加
压力，采取自己育苗的方法，以减少
养殖成本。

“蚂蟥‘怀孕’周期20天左右，到了
15天就要挪到土里产卵茧，结束生产后
一个星期，再放到水里集中孵化，如果
没有经验，不及时更换地方，就会死。”

为了进一步提升养殖利润，朱明
还在摸索越冬养殖、一年收获两茬的

技术，“冬天是蚂蟥养殖的一大坎，但
是倘若成功越冬，错季销售的蚂蟥身
价要倍增。”

朱明“试水”的同时，也在带动周
边村民共同致富。

将土地流转后，石堰村30余名村
民到朱明的蚂蟥养殖基地打工，每人
每年可增收4-5万元。

为进一步增大生态和经济效益，
朱明正逐步构建种养殖农业循环产
业链。“螺蛳肉可以用来喂蚂蟥，但一
些养殖户却拿螺蛳壳没办法，清理不
及时还会污染水质环境。”朱明说，他
的妙招则是，将螺蛳壳打捞出来后，
晒干磨成粉，卖给饲料厂，同时养殖
蚂蟥的水面，可以改种“治污神器”的
水芹、蕹菜，农贸市场那边他都联系
好了，未来还会进一步拓展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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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半百养蚂蟥

本报讯 今天是第 36 个教师
节。近日，天宁区组织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庆祝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
气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昨天下午茶山中心幼儿园举
行了主题为“点亮茶幼最闪耀的
那颗星”的道德讲堂活动，歌咏在
平凡岗位做出不平凡成绩的幼师
们 ，同 时 评 选 出 抗“ 疫 ”之 星、奉

献之星、进步之星、好学之星、敬
业之星等先进。

7 日上午，青龙街道主要领导
走访慰问了青龙辖区学校，向辛
勤工作在教育战线上的教师们致
以节日祝福和问候；朝阳新村第
二小学则用歌舞表演表达对老师
的谢意。

（张莉敏 房宁娟）

致敬第36个教师节

本报讯 为营造同心同德奔小康的
浓厚氛围，9 月 4 日下午，天宁街道举办

“我身边的小康”“百姓名嘴”风采展示大
赛，10 位“名嘴”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
历，讲述了小康路上的奋斗故事。

参加此次比赛的选手都是来自街
道、村、社区和党建联盟成员单位的一线
工作人员，“85 后”大学生村官陈亦舒目
前是解放村副主任，8 年的基层工作让
她见证了村子日新月异的发展，也让她
对“小康”有着独特的感受和理解。

来自斜桥巷社区的党员江莉倩，今年
已经68岁了，也是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
的一位，她感慨地说：“站到舞台上是宣传
我们党政策的一次好机会，从过去的苦日
子到现在的小康生活，希望年轻人在这样
的好环境下不负韶华，继续奋斗。”

“百姓名嘴”从群众中来，“理论宣讲”
到群众中去。近年来，天宁街道将一批政
治素养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专
家学者、“百姓名嘴”加入“青燕”基层理论
宣讲示范队，并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道德讲堂以及红色青果电台、党建
有声图书馆等线下线上平台，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罗翔 吴菁）

“百姓名嘴”话小康

记录我们的记录我们的
小康生活小康生活

本报讯 9 月 4 日，“万企联万
村 共走振兴路”行动——天宁·东
台企村联建推进会暨集中签约仪式
在天宁区举行。区领导陆东明、方
力出席签约仪式。

本次合作既是贯彻落实常州、
盐城“万企联万村 共走振兴路”第
二次对接会的具体举措，也是两地
创新合作方式、深化优势互补的重

要内容，天宁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等 8 家企业与东台市镇村签约 8
个企村联建项目。

会前，陆东明、方力一行陪同
东台市代表团参观考察了位于郑
陆镇的江苏科力农业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牟家村美丽乡村等建设
现场。

（陶怡 蒋蓁蓁）

8个企村联建项目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