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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午10点一过，郑陆镇丰北
村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厨房里，就会准
时响起切菜声、翻炒声，不多时，就能
闻到阵阵饭香。

爱老助老志愿者张小凤迅速将出
锅的菜分装在餐盒里，一荤两素一汤，
通常要赶在11点前，给订饭的老人们
送去。“丰北村有几户，隔壁的蔡岐村
也有几户，都是独居的老人，不好叫他
们等久了。”

张小凤将几个封装好的餐盒放进
一个泡沫框里，骑上电动车，开始挨家
挨户送餐。

87岁的唐阿娣正和隔壁邻居聊天，
看到张小凤，熟络地将自家干净碗端出
来。张小凤特意给唐阿娣带了很多白米
饭，“婆婆年纪大，吃不了很多，这些饭可
以管一顿午饭、一顿晚饭，再剩一些，作
为第二天早上的泡饭。”

张小凤熟悉每家情况，准备饭菜时
也会特别留个心眼。荤菜不能太油腻，
蔬菜要软烂一些，有的需要多些白米饭，
有的菜量要多一些。

送餐上门的标准多年来一直保持每
次5元，今年核算了各类成本，不得已提
高至8元。

作为一名助老志愿者，张小凤在丰
北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工作了6个年头，

对村里孤寡独居老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农村老人和城里老人的养老需

求不同。农村老人不愿离家，他们更
想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养老，能够经
常与亲朋好友、熟人见面。由邻居、乡
亲作为志愿者为老人服务，最能满足
老人的心理需求和生活习惯。”张小凤
说。现在丰北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全
镇24个村、社区，2300多名80岁以上
的老人提供上门家政服务。上门的护
理员基本都是“村里人”。“理发、剪指
甲、倒马桶、助浴、种菜，这些是老人们
需求最大的。”

但这些家政服务，帮助的仅仅是80
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也只有3—7小时

不等的服务时间。“对失独家庭老人或者
孤寡老人来说，家政服务远远不够。”张
小凤寻思着，要对老人给予更加频繁和
密切的关注。

于是，今年丰北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申报了“安宁陪护”——孤寡、失独老人
关爱服务项目，对全镇250多位60岁以
上的失独家庭老人、孤寡老人，开展每日
一次的看望服务。“护理员需要每天上门
问候，关注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
意外，也能更及时地发现，让老人们更有
安全感。”这项服务开展以来，已减少了
10多名老人在家中意外摔倒无人发现
的境况，解决了42名孤寡、独居老人生
病无人照顾的实际问题。

让农村老人拥有更多安全感
□宋婧 徐佳誉

本报讯（凃贤平 黄敏） 10月11
日，是常州光华学校正式开展课后
服务的日子。同时，学校推出教师
身心健康工程，为开展课后服务的
老师减负。

当天，学校有30%的学生参加课
后服务，安排在4个课后服务班，每班
不超过10人。从3点半到5点半，共
有两个课时。第一课时自主学习课
程，第二课时老师根据学生的能力及
学习需要安排兴趣拓展、生活适应学
习等活动。

课后服务开展后，学生在校园内
的活动时间延长，这就对校园环境安
全的要求大大提高。为此，学校将圆
形木制扶手更换为PVC材质的医用

级扶手，增大了使用的受力面和摩擦面，
加强了扶手的使用安全；还更换了新的
PVC材质的地胶，提高了地面的防滑功
能，弹性特别好。

“学校老师34人全员参加课后服
务，作为特殊学校，我们既要考虑学生的
需求，也要考虑老师的需求。”校长戚志
宏说，特殊教育教师总体幸福感、职业倦
怠、心理健康水平均处于中等水平，比普

通教师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心理健康
等负向影响。

为此，学校推出教师身心健康工
程。结合校园现有环境资源及社团教
学，根据教师兴趣，开设养生茶道、书
画墨香、灵动摄影、活力乒乓、吟诵诗
社、休闲茶憩、气质瑜伽和形体健身八
大课程，打造两周一次的工会浸润式
活动。

此外，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工会
活动。充分抓住每一次重大节日，如
教师节、元旦等，以办公室为策划团
队，大家轮流策划，轮流组织，全员参
与策划，全员参与活动。“这样，教师
们在提升自我的同时，能更好地服务
于学生，提升幸福感、归属感、自豪
感，让光华校园充盈幸福和快乐。”戚
志宏说。

为开展课后服务的老师减负
天宁一学校推出身心健康工程

本报讯（凃贤平 贡丹芳 文桂
英）在常州市步云工控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的车间里，到处是外形酷似冰
箱的设备，电脑、控制器、自动化软件
等全部集成于一体。箱体外壳上直接
安装电脑屏幕，可视化的设置让操控
非常简洁。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将发往常州、
福建、广东、山东、浙江等地，为越来越
多的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光是常州，每年我们要服务近
30家企业的智能制造，推进产业迭代
升级。”9月26日，该公司总经理彭永
生告诉记者，今年常州要打造长三角
产业中轴，加快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
步云工控作为智能制造服务商，特长
是设计工业控制软件，推动制造业往

前奔跑。
今年9月，步云工控进入常州支持智

能制造服务商发展项目和省级首台（套）
重大装备奖励项目的支持企业名单。

步云工控服务纺织行业多年，不断
提升纺织行业智能制造水平。其中，为
纺织经编机研发的电子送经系统和电子
横移系统，被常州赛嘉、常州隆龙升等广
泛采用。“在常州使用经编机的生产纺织
企业，大部分都知道我们步云工控。”彭
永生说。

一年前，步云工控为常州赛嘉机械

有 限 公 司 开 发 了 SGE2283 型 、
SGE2285智能控制超大隔距三维立体
双针床经编机电气控制系统。该产品经
江苏新产品新技术鉴定，一致认定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并被认定为江苏省首
（台）套重大装备。

“用了6年的时间，开发出应用于汽
车齿轮行业的数控锥齿研齿系统、数控
锥齿轮滚动检查系统，我们挺自豪的。”
彭永生说，以前这个领域被美国、德国垄
断，从2012年到2018 年，从第一代到
第六代，步云工控持续研发，终于成功，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功能水平达到或部
分超过美国格里森公司同类产品的系
统，实现了国产化替代进口，全国市场份
额达到95%。2020年，该系统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

据了解，目前步云工控有多项项目
正在开发中，包括视觉检查系统、第4代
高性能多梳花边机系统、全自动双剑杆
控制系统等。“机械制造水平要跟上，最
主要的是自动化的控制系统和软件系统
的研发能力要跟上。”彭永生说，智能制
造之路，创新永无止境，奋斗未有穷期。

步云工控：推动常州制造业往前奔跑

本报讯（董逸 夏晨希 郑蓓） 雕
庄街道菱溪社区15幢附近，有一片
花园。与普通绿化带不同的是，这片
花园由小区的8位热心居民轮番照
料。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这个季
节，辣椒、绿萝、槐树等品种长势正
好，这里，也成了远近闻名的“邻里共
享花园”。

这片区域最早只由一位居民进行
打理。2017年，当这里还是一片空地
时，一位热爱花花草草的居民自费买
来了不少树种、花种，甚至有不少名
贵品种，栽种于此。在他的操持下，
空地变成了一片小花园，植物生长得
异常旺盛。今年3月份，小区里有居
民提出意见，觉得有碍出行，双方便
发生了一点矛盾。慢慢地，这位居民
来照料花草的时间就减少了，花草显
现出了颓势。

“月季开花的时候多漂亮啊”“这
里已经成了小区里的一道风景线了，
荒废了多可惜啊”，不少居民都觉得可
惜。之后，几个居民便自发地帮着照
料花草。社区党总支书记汤亚平知道
此事后，在花园附近竖起了一块“邻里
共享花园”的牌子，表示可以将这里打
造成属于全体居民的共享花园。

11日，小区居民顾耀成出门前，
拿上自家的剪刀、铲子、水壶等工具，

步入了花园内，细心地进行浇水、松土、
修剪枝叶、拔除杂草。正在散步的魏玉
琴看到后，也自发加入了他的行列。“你
一剪刀我一瓢水，不仅花园能重新焕生
机，而且我们居民也能看到自己的劳动
成果，十分有成就感。”顾耀成说。

如今，花园内的品种正越来越丰富，

已有月季、杜鹃、绿萝、滴水观音、文竹盆
景等十几个品种。物业也在维护绿化带
的同时，为共享花园带来专业的照料。

“小区观赏性有了，居民的生活乐趣
也增加了。”汤亚平说。下一步，社区将
在花园周边做一些漂亮的木质护栏，附
近设置一个工具站点，为自发加入照顾

花草行列的居民们提供园艺用具。在社
区党总支的引领倡导下，邻里花园已经
形成了以点带面的示范效果，其他楼栋
的居民也纷纷加入其中，将自家的盆景
搬出来点缀在小区喷泉池、文体广场周
边，更多的小区微景观显现，形成了人人
参与、人人共享的美丽风景线。

8位居民共同照料

菱溪社区打造邻里共享花园

一日之计在于晨！为增强
幼儿的体质，激发幼儿参加体
育活动的兴趣，天宁区艺术幼
儿园日前举行早操评比活动。

各年龄组老师大胆创新，
将走、跑、跳等基本动作以及基
本操节、音乐游戏有机融合，整
套早操既体现锻炼性，又洋溢
着童趣，增强了幼儿的团队精
神和集体荣誉感。大班幼儿的
韵律操活力四射，充满力量；中
班幼儿的徒手操整齐划一，充
满生气；小班幼儿的动物模仿
操形象生动，充满童趣。

张希

快乐早操
健康成长

本报讯（董逸 陶怡 陈亦舒 葛
街轩）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敬老
节”。天宁区各街道、社区与老人们
来了一场浪漫的邂逅。

文艺过节。在天宁街道新丰街
社区丽景花园，春之声合唱团、雅韵
集戏曲队的老人们演唱经典曲目，
《齐旦布的游牧时光》《忠魂曲》等表
演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局前街小
学四（12）班的孩子们来到玲珑敬老
院，拿出自己的“看家绝活”，演绎歌
曲、舞蹈、脱口秀、魔术等节目；青龙
街道阳光龙庭、青龙苑北区和福北
社区开展一系列的社区文艺演出。

拍照过节。临近重阳节，团结
村退休党员白国平最近免费为即将
拆迁的徐家横塔村民拍老屋前的合
影，希望用照片留住村民对徐家横
塔的记忆。

文化过节。10日，茶山街道清
凉新村第二社区在蔷薇公园开展

“传承国学 重阳敬老 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主题教育活动。活动
中，国学老师围绕“孝道”介绍了重阳

节的相关来历。12日，天宁区艺术幼儿
园开展了丰富多样、形式各异的“重阳
节”活动。各班老师图文并茂的向孩子
们介绍了“重阳节”的由来和习俗。此
外，各个年级的宝贝们还用不同的方式
让爷爷奶奶感受到了温暖。

理发过节。12日，茶山街道丽华
三村社区邀请爱心理发志愿服务队，
在社区旁边的圆形广场为辖区的老人
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理发师精湛的手
艺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得到了老人们的
一致称赞。

发糕过节。红梅街道卫星村党总
支为本村的老人们发放了重阳糕，并
为75周岁以上的村民发放了尊老金，
还上门慰问了百岁老人、抗美援朝退
役老军人、高龄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将
节日的温暖“快递”到家。

反诈过节。14日下午，围炉问法
团队将在雕庄街道清溪村开展一场特
殊的敬老活动。团队为参与活动的每
个老人分配角色，以20种常见诈骗方
式为内容，在游戏中介绍各类常见诈
骗方式与特点，宣传反诈知识。

重阳节，与老人们来一场浪漫的“邂逅”

本报讯（宋婧 虞新伟）10月9
日上午，2021天宁区“十佳少先队
辅导员”风采展示活动举行。全区
13所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同台竞
技，通过展示业务水平、个人魅力和
综合素质，彰显出了天宁区少先队
辅导员的时代风采。

少先队辅导员们用一段段微队
课，教少先队员做人的道理；一段段
视频，记录辅导员与少先队员们精彩
的活动瞬间；一场场才艺，展示中华
文化深厚的底蕴；一条条红领巾，凝
聚对少先队无限的敬重之意。

青龙实验小学的庞天娇已有9年
的中队辅导员经历，她以“与红色经典
相遇”为主题，展示了一次传承红色基

因的班队活动。“多年来中队辅导员工
作，让我和孩子们共同成长。这次风采
展示活动为大家提供了相互学习、交流
的平台，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天宁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袁文
娟表示，辅导员从事少先队工作，除了
需有相关专业知识、职业道德外，还需
要有一系列的专业能力，包括“读学
生”的能力、“建集体”的能力、“搞活
动”的能力和“聚资源”的能力，这对一
名辅导员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辅
导员除了通过自学、实践外，交流、对
话、现场研讨也是一种快速成长的途
径。近年来，区教育部门也通过“研训
赛”一体化设计与实施，关注教师发
展，助推了区域少先队活动品质提升。

天宁评选出“十佳少先队辅导员”

本报讯（万英）为帮助退役军
人解决就业难题，切实做好退役军
人就业服务工作，天宁区第三届百
城联动退役军人暨随军家属专场招

聘会于14日启动。
本次招聘会设置在天宁区人力资源

市场，11家企业将提供巡特警、企业客户
经理、辅警、安保人员等50余个职位。

第三届百城联动退役军人暨随军家属

专场招聘会启动

本报讯（章婷 郑蓓） 10月 9
日，雕庄街道凤凰路上，100个智慧
窨井盖安装已经完成。一旦启用，
这些窨井盖将实现智慧化管理，出
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自动报警，守
护居民脚下安全。

窨井盖虽小，却事关“大民生”，
体现着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
从外观上看，智慧窨井盖与普通井
盖并没什么区别，只有掀开井盖才

能看到，智慧窨井盖的背面多了一个
灰色的小圆盒。

这个小圆盒作为窨井盖的“身份
证”，兼具定位功能。据了解，它其实
是一个物联网传感设备，负责实时感
知井盖的状况，不仅能感知井盖丢失、
破损、移位、浸水等情况，还能监测甲
烷等可燃气体浓度，一旦发生异常，第
一时间发出警报、精确定位，方便城管
队员快速处理。

凤凰路100个智慧窨井盖安装完成

本报讯（凃贤平 郑蓓） 今年
64岁的夏先生，为申请低保走进了
雕庄街道为民服务中心。通过“一
窗办”办理时，发现他不仅符合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认定、保障金给付条
件，还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在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夏先生领到了每
月1100多元的低保金，还住进了
40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

“为了方便企业、居民，我们在
‘一件事’改革中，推出了六种办理
方式。”雕庄街道行政审批局局长邢
韬说，这六种办理方式包括一窗办、
网上办、自助办、掌上办、帮您办和

智慧办，让不用跑成为常态，让跑一次
成为上限。

据了解，一窗办目前建立了“一窗
受理、一表申请、一次告知”的一站式
服务模式；网上办通过江苏政务服务
网办理；自助办是在雕庄街道为民服
务中心大厅自助一体机办理；掌上办
通过移动端办理。“智慧办是个大概
念，不需要申请人介入，政府主动为申
请人办理享受待遇的事项，类似老年
人80—90岁尊老金的提标，也指整个
审批业务通过大数据、人脸识别、电子
印章、多部门协同协作等多种方式实
现智慧审批。”邢韬说。

雕庄推出“一件事”改革

六种办理方式方便企业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