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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婧 刘伊湄 徐佳誉

初秋时节，漫步于郑陆镇施家巷
村的河南河东自然村，古朴的民居与
房前屋后老树相映成趣，干净的村道
与竹篱笆围成的花坛相伴成景。村民
们闲庭信步，尽享秋日美好风光。

施家巷村党委书记范燕锋正琢磨
着怎样让村子变得更美。“今年初，我
们村响应镇上的号召，围绕‘生态科技
绿镇、乡村振兴样板’目标定位，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刚开始矛盾不
断，现在大家的想法完全转变了，每个
人都在为村容环境持续向好贡献力
量。”在范燕锋看来，干净整洁、清爽有
序的环境，谁会不喜欢？追求美好生

活，要从培养美的感受开始。
环境整治是由点及面慢慢提升、逐

步铺开的过程。
河南河东自然村位于郑陆老集镇

区，北靠北塘河，南至常焦线，是一个镇
郊村。它的“底子”在施家巷村的13个
自然村里并不是最好的。路是几十年前
的水泥路，村上的老屋有些废弃多年，有
些则成了危房。村民养鸡、鸭、鹅的习
惯，多年未改。对村容环境影响最大的，
要数每家门前种菜的白色泡沫箱和堆放
了几十年的杂物。这还都是上了年纪老
百姓眼里的“宝贝”，动不得。

要啃就啃最硬的骨头，范燕锋决定
第一个向白色泡沫箱“开刀”。“村民爱种
菜，那就房前屋后适宜位置砌花坛，里面

可以种绿植，也可以种蔬菜。”现如今，河
南河东的竹篱笆花坛成了标志性景观，
文艺中透着田园气息，村民维护起来特
别上心。

对于乱堆放，范燕锋也有办法。该自
然村属于第一网格，网格里有6名兼职网
格员，他们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也是
政策最好的宣传员。有了宣传还不够，村
干部还得带头干。“农村人守旧，好些东西
不舍得卖，村委就想办法把一些旧砖、楼
板花钱买过来，用于其他地方的改造。”

整洁的环境得来不易，维护更不
易。现在，村里采用环境长效和绿地管
护市场化保洁模式，成立市场化保洁队
伍，以网格为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同
时，村里的闲散人员被聘为日常保洁

员。 以河南河东自然村作为样板，其他
12个自然村也在行动起来。环境整治以
点带面、串点成线的示范效应已经显现。

在今年郑陆镇的党代会报告中，明
确提出实施全域环境大整治，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是其中重要一项
举措。郑陆镇党委书记李汉田表示，开
展这项工作，需要“建管同步”，从更长远
看，要从一处美向全域美，从一时美向持
久美，从外观美向内在美，从环境美向生
活美，在转型升级中保持持续向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从培养美的感受开始

本报讯（凃贤平 过正）提高一线
职工中党员的比例、开展技能培训和
技能大赛、畅通职工诉求渠道……常
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大力推进的
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简称

“产改”），正在促进企业持续发展。据
统计，企业近三年累计实现销售近40
亿元，利税近5亿元，纳税年增长率达
30%，具有较高的成长性。

“公司现有员工530多人，超过
75%是外来人员。”常州旭荣针织印染
有限公司副总张国成说，公司发展的
基础在于人，在日常经营中，通过“四
正”模式充分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

坚持正方向。发挥优秀党员、劳
模、工匠等先进人员引领作用的同
时，公司党支部大力提高一线职工中
党员的比例，每年选拔数名优秀职工

加入中国共产党，将党员覆盖到公司的
各个部门。

展现正学风。今年公司联合常州纺
织学院、青龙街道总工会一起开展污水
处理工技能大赛，同时企业内部的职工
技能比赛也在筹划中。在日常工作中，
则贯彻“师徒制”理念，优化工艺、降低成
本、提高效益，创建学习型班组，提升整
个班组素质、能力。

弘扬正能量。公司继续组织开展
“周三职工与总经理就餐意见反馈机
制”，通过在餐桌上，职工与公司高层

领导的面对面交流，反映工作与生活
所遇到的困难或瓶颈，轮值主管当场
给予职工解答回复，工会每周通过职
工大会向全体职工通报。公司工会还
针对职工住宿、子女就学、生活就餐等
问题，及时与管理层进行沟通并尽力
解决。

突出正评价。公司人事部门与常州
纺织工程学会强强合作，将公司内部
的纺织专业人才进行评级，加强了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此外，公司内部以

“人评会”的形式对需要晋升的职工进

行全面考评，由原来的单一晋升模式
转化为管理和技术“双轨制”晋升通
道，使一线职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前景更加美好。

“怎样在提高产量产值的情况下，使
人与机器合理匹配，是今后产改工作的
重点。”张国成说，下一步企业将完善各
项制度，如一专多能型人才的培养制度、

“小发明、小革新、小创造”的奖励机制、
用以提升职工凝聚力的培训规划等，进
一步提高产业工人的待遇，提高一线工
人的素质和创新力。

“产改”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旭荣纳税年增长率达30%

本报讯（董逸 夏晨希 刘伊湄）
“下面我带来一段快板，希望大家听了
以后笑口常开，身体健康……”18日
上午，玖恒爱心护理院内，不时传出阵
阵笑声。由顾耀成、吴玉琴、吴玉娟带
来的锡剧、快板、说唱等节目，赢得了
在场老人的一致好评。

顾耀成、吴玉琴、吴玉娟，年龄分
别为81岁、83岁、75岁，由他们组成
的夕阳红惠民艺术团，已经到我市各
个敬老院进行了上百场慰问演出。顾
耀成有一本“文化惠民记录本”，每到
一处，他就会把当天的演出情况记录
下来，如今，一本厚厚的小本子也快要
记满了。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要出
去演3次。

这3位老人，退休后，活跃于我
市各个文艺演出场所，一来二去成了
老熟人，2019年，组成了团队，经常
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欢笑。“你们
这个演出，要我掏门票钱也值得看
的”“我们敬老院来过不少演出团队，
你们是唱得最好的”“下次什么时候
再来？”面对老人们的夸赞，3位老人
流露出自豪的神色，“我们年轻时候
就是文艺爱好者，‘基本功’已经打了
几十年。”

顾耀成，团队的发起人，不仅喜欢
唱，还喜欢写，因此，他演出的快板和

说唱，不少唱词都是自己写的，涵盖了敬
老爱老、反腐倡廉等热点内容；吴玉琴，
先后自学过越剧、锡剧，被称为“小曲
库”，她有一张节目单，上面100多首戏
曲她都会唱，现场观众可以任意“点歌”；

吴玉娟最年轻，以前又在专业剧团待过，
活力满满，唱功了得。每次演出，锡剧、
越剧、沪剧、黄梅戏、歌曲、说唱、快板等
节目轮番上场，3个人能顶得上十多人
的团队，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让敬老院的

老人们享受到满满的“文艺大餐”。
现在，主动邀请艺术团的敬老院越

来越多。“我们一直要演到演不动的那一
天。希望我们和其他老人，晚年都在欢
笑中度过。”顾耀成说。

3位老人成团

3年到敬老院慰问演出上百场

本报讯（董 逸 高 瑛 夏 晨 希）
“小朋友们，你们看这个植物长得像
什么？是不是很像狐狸的尾巴？对
了，所以它叫狐尾天门冬。”“凑近闻
闻看，有没有什么味道？再拿一小
簇放在手心里揉搓一下，是不是很
香？这就是迷迭香，是一种香料。”
25日下午，一群刚放学的小朋友们，
围聚在青龙街道横塘社区的“睦邻
园”内，与青龙街道红蚂蚁社区创新
中心负责人肖悦一起探讨有关大自
然的奥秘。

“睦邻园”由横塘社区与红蚂蚁社
区创新中心共建共治，由社区居民利
用闲置的空地进行改造。改造建设从
7月15日开始，历时2个多月，前后共
有近百名社区居民参与花园的设计、
搭建、土地开垦、植物种植、后期维护
照料等工作。

花园虽不大，却整整齐齐地划
分成几块区域 。有可食性植物
区，里面有迷迭香、九层塔、薄荷；
开花植物观赏区，有月季、芍药、
风车茉莉；昆虫旅馆，利用废弃木
材为小昆虫提供栖息场所，目前
已经吸引了小蜜蜂、小蝴蝶、小蜘
蛛“入住”；粮食作物区，由大人和
孩子共同亲手种下了麦子，后期

还将对麦子的生长变化情况做定
期观察记录；共同养护区，居民拿

出自家的植物到花园内进行共同
养护和交流交换，有水杉、多肉、

风雨兰、玉树……
从“睦邻园”建设之初起，社区每

周都会开展相关科普活动和自然探
索，包括各类植物科普，夜观昆虫活
动，用放大镜、显微镜观察植物等等，
吸引了不少居民的参与。居民周阿姨
表示，从最初把自家养不活的植物送
到这里来“抢救”，现在她已经变成了
一名志愿者，只要有空闲，就会积极参
与组织活动。

记者观察到，“睦邻园”旁有一个
空调雨水收集箱。肖悦介绍，收集箱
内接入了横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所
在楼栋的空调和雨水管道，经过滤后
存储在此，用于浇灌小花园。此外，
花园内所有植物所用的肥料，都由瓜
果蔬皮等厨余垃圾堆肥制成，居民们
学习了制作过程后，回家也能“废物
利用”。

一个“睦邻园”，将郊外、田野里的自
然知识课，搬到了社区里。“这既拉近了
邻里之间的距离，又增加了居民与社区
的联动，最重要的是，从学龄前的小朋友
到退休的老人都参与进来，对社区环境、
大自然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愿意参与
到环保行动中。”

肖悦表示，11月份，他们还会将另
一处空地打造成“横塘会客厅”，依据植
物生长周期定下不同主题，分为发芽区、
生长区、开发区、成熟区，展示植物生命
周期，寓教于乐。

青龙街道横塘社区打造“睦邻园”

将郊野的自然知识课，搬到了社区里

本报讯（吴菁）为进一步调动
青年党史学习教育的积极性，让党
史知识“动”起来、“活”起来，成为摸
得着、感受得到的“身边的历史”，
21日，天宁街道团工委联合天宁区

“团聚精彩”社团联盟，组织机关青
年开展红色剧本杀活动。

来自街道剧本体验社团的7名
团员青年穿越回战争年代，化身有
志热血青年，赶赴一场那个年代关
于“家国”的“生死之战”。4个多小
时的真情演绎，青年们通过台词、情

景再现沉浸式地领悟革命精神，不断
坚定挽救国家于危亡的革命志士信
念，唤起了新时代青年的爱国主义情
怀与使命担当。

活动结束后，参与的团员青年内心
久久无法平静，他们对曾经为挽救国家
危亡牺牲的先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并
表示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

天宁街道组织红色“剧本杀”

天宁天宁““反诈反诈””
在行动在行动

美丽天宁全域美丽天宁全域
环境大整治行动环境大整治行动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天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天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吴菁） 在前后北岸有
一个受群众欢迎、给居民带来欢乐的

“北岸诗社”。10月24日，诗社的30
多位老年诗友们聚集在恽代英铜像
下，用饱含深情的语言，朗诵了关于
歌颂党、歌颂祖国等题材的古典诗
词、现代诗歌及自己的原创作品。

家住红梅的颜正源老人自幼便
仰慕沉淀着数百年历史韵味的前后
北岸，8年前，在常州老年大学担任
中文系老师的他创建了“北岸诗
社”。“诗者，吟咏性情也”，很快在颜
正源老人周围汇聚了一批人品朴

实、热爱创作、传播正能量的诗词爱好
者。小小的诗社从开始的几个人，发
展到现在的几十人，有总工程师、退伍
军人、退休教师、企业干部等，平均年
龄都在65周岁以上。

8年来，北岸诗社始终坚持把党
建元素融入诗歌文化，创作了不少
作品。今年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北
岸诗社的社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以诗意的语句、真挚的情感抒发对
建党百年的感慨。社员纷纷表示，
要传承发扬好革命精神，创作出更
多的精品力作。

北岸诗社：

将党建元素融入诗歌文化

□张也 周鹏

“一个人活在世上，除了留下物
质，我们还要留下精神，希望大家都
能做到这一点。”近日，在“银铃”奖
学金颁发仪式上，兰陵街道退休老
党员叶英琳深情祝福20名品学兼
优的困难学子。

回忆起自己捐资助学的起因，
叶英琳心里触动最深的有两个人。

来自茶山勤丰村委的孤儿杨
磊，曾经是叶英琳“一助一”定向帮
扶的对象。定期上门辅导功课、陪
她聊天谈心、添置衣物书籍文具。
每逢节假日，叶英琳还会带领杨磊
进城逛街、去各地参观，尽可能地让
杨磊开拓眼界，增长知识。

“是小杨磊的到来，给自己走上
捐资助学道路埋下了一颗种子。”

另一个触动叶英琳的是夏云
秀，也是影响她一生的挚友和战友。

2010年，叶英琳正式接手街道

关工委工作，她希望在社区为孩子组
建一个课后托管班。就在叶英琳苦苦
寻求，没有结果的时候，一个温暖的声
音向她传来。

“叶老师，我愿意来。”打来电话的
人正是夏云秀，此时的夏云秀已有82
岁高龄了，是小学退休教师。后来，叶
英琳与夏云秀搭班，开办“四点钟课
堂”，为一批又一批的孩子送去辅导服
务。义务学习辅导期间，夏云秀自掏2
万元腰包成立了“帮困助学慈善基金”。

追随夏云秀的公益步伐，2014
年，叶英琳正式成立了“银铃”奖学金
爱心基金。8年来，她先后出资10万
余元，资助奖励了天宁辖区内在校优
秀的困难中小学生200多名。很多经
济困难的学生在她的资助下，考上了
大学，改变了人生。

叶英琳：8年捐资助学10万余元

本报讯（陶怡 马力）“天上掉
馅饼不是大坑，就是陷阱。市民朋
友们，茶山街道友情提醒……”近
日，伴随着广场舞热身运动的开始，
天鹅湖小区的广场上空就会响起茶
山街道录制的反诈宣传语录。

居民蒋文娟表示，反诈宣传融
入广场舞，入脑入心，每天听几遍，
自己都会背了，买菜闲聊还会向身
边的老姐妹宣传反诈的内容。

“近年来电信诈骗猖獗，诈骗形
式层出不穷，受骗人群广泛。”茶山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旭东介绍，希
望通过反复宣传，不断加深居民防

范电信诈骗的意识。
据悉，街道根据中奖领取补贴、电

话索要银行信息及短信验证码、自称
领导老板要求打款、刷单刷信誉赚钱、
带你投资理财等几类惯用手段进行归
纳，录制了反诈宣传语录。目前，反诈
宣传语录已在茶山街道主要广场舞聚
集地投入播放，惠及500多名广场舞
人群，效果显著。

反诈宣传融入广场舞

本报讯（董逸 夏晨希 贡丹芳
刘伊湄） 26日，位于天宁经济开发
区东青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们背
着自动播种机器，正在加班加点播撒
麦种，确保秋播工作快速顺利进行。

今年6月底，东青村委流转了
230亩土地，投入近300万元，通过
河塘整治、土地平整、建设U型渠等
方式，打造成渠道配套、机耕路贯通

的高标准农田，并带领农户进行精细整
地、规范化播种，提高整地播种质量、农
作物品质，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同时，采取小麦秋播药剂拌种措施，为
明春小麦病虫害防控打好基础。

截至27日，东青村的秋播工作即将
进入尾声。作为全市最早一批进行秋播
的村子，今年东青村播种了近10000斤
麦种，明年预计收成小麦15万斤。

小麦播种抢农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