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董逸 夏晨希 贡丹芳 刘
伊湄） 11月1日，天宁经济开发区的
武城村内，几台割稻机在田间“轰隆
隆”作响，将一片片丰收的稻米“揽入
怀中”。从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一天
就能收割60亩水稻。

4日，武城村的秋收就将结束。
武城村共有720亩水稻，亩产1200
斤，品种主要为武香粳6622，口感香
软糯，很适合本地人食用。加工完成
后，稻米将主要在邮政平台进行销售，
售价为每斤3.8元。

前年，村委试种了20亩水稻，去
年扩大至600亩，今年又新增了100

多亩高标准农田。土地从村民手中流转
到村委，村委再付给村民租金，对村民来
说，相比以前租给别人种植蔬菜，租金一
下提高了一倍。

今年6月，水稻播种期间，武城村尝
试了用无人机进行直接播撒。该村村委
副主任陈南介绍，将稻种进行浸水、遮盖、
翻身，两三天后便会发芽，发芽后可直接
用无人机播撒至田间，省去了传统先育
秧、后挪至大田的复杂程序，可将育秧时
间缩减半个月至1个月。“一台无人机，就
能完成播种、施肥、除虫、除草等工作。比
如，原先除一次虫就要20人，现在只需要
3人，大大节省了人力。”从播种到收割，

武城村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
在聚焦现代农业高效、绿色发展的

过程中，武城村也在探索一条共享农业
之路。为了增加资源利用率，武城村利
用村内的农副产品加工中心，接收别村
的订单。

近日，咨询稻米加工的电话络绎不
绝，订单更是已经排到了本月下旬。“近
期，水稻收割进入高峰，周边的村子都会
拿过来进行稻米烘干。我们价格也收得
很便宜，每斤0.15元。4日过后，本村的
粮食基本加工完毕，我们就开始接受别
村的订单。原先，有的村子粮食不烘干
直接出售，价格卖得也较低，加工后，售

价也相应提高。我们一共4台机器，每
天最大烘干量为60吨。村内还建有6
个储粮仓，储藏量可达360吨，完全可以
满足本村与其他村子烘干、存放等需
求。农业资源共享后，经济效益实现了
最大化。”陈南说。

此外武城村还打造了一片“农事体
验田”，为在校学生提供“校外课堂”，通
过共享农田，让孩子们进行水稻种植过
程的农事体验和监督、认种，让更多人了
解优质农产品，关注农业、农村发展。

记者从天宁区农业农村局获悉，天
宁区共有6000多亩水稻田，目前完成收
割进度30％左右。

武城村：探索一条共享农业之路

本报讯（罗翔） 3日傍晚5点，
在一间明亮的房间里，15岁的小钰
在大学生志愿者张稀柳的陪伴下，
坐在崭新的书桌前做作业。房间
里，小床温馨舒适、桌椅整洁有序，
这就是小钰新入住的“梦想小屋”。

困境青少年一直是急需被关注
和爱护的特殊人群。今年以来，天
宁团区委聚焦困境青少年居住条件
简陋、无人关爱等“急难愁盼”问题，
将实施“梦想改造+”关爱计划列入

“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通过建设
一间“梦想小屋”、落实3项结对机
制、打造“一体三圈关爱+”模式，精
准服务困境青少年健康成长。

目前，全区已有18名困境青少
年拥有了定制的“梦想小屋”。“梦想

小屋是孩子们梦想起航的地方。”团区
委学少部负责人陈晓珏说，以“梦想小
屋”建设为纽带，更多的关爱行动正在
陆续开展。

据了解，天宁区已经成立首批“梦
想改造+”关爱计划爱心联盟，9家企
业参与到已建成小屋的保障及后续

“梦想小屋”建设工作中。另外，依托
“青宁护苗”团建品牌，截至目前，全区
29所学校均建立捐助团队，已筹集善

款19万余元。
以“梦想护航港”青少年关爱服务

站为例，这里是天宁团区委与青龙街
道联合打造的青少年权益保护和关爱
服务阵地，致力于围绕“梦想小屋”打
造15分钟关爱圈。“梦想护航港”在辖
区内建立“爱心企业+学校+医院+律
师+社会组织”的帮扶队伍，为困境青
少年提供5项关爱包：“助学暖心包”
由爱心企业每年为困境青少年提供

2000元的助学款，直至高中毕业；“学
习辅导包”由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一对
一学业辅导；“成长服务包”则为每个
困境青少年提供免费体检，建立成长
档案；“权益维护包”由联合律师事务
所为每户困境青少年家庭提供免费法
律援助；“心理关爱包”联合社会公益
机构，开展心理关爱服务，通过线上陪
伴阅读、线下倾听等方式，守护困境青
少年心理健康。

围绕“梦想小屋”

天宁打造15分钟关爱圈

本报讯（宋婧 虞新伟） 11 月
2日晚上，天宁区未成年人成长指
导中心内，灯火通明，一周一次的
《幸福的体质》妈妈读书会如期开
展。20多位母亲，在心理咨询师的
引导下，共读一本书，共同探究幸

福的智慧。
“这是我们中心在迁址重装开馆

后，组织的其中一个活动，反响特别
好。”天宁区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主任曹烨表示。今年以来，天宁区未
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先后签约了58

名专业心理咨询师、治疗医生和135
名社会志愿者。“有了专家、教授、学
者和社会志愿者组成的豪华智囊团，
我们开展工作更有底气，也更精细化
了。”

今年秋季开学，中心发现针对多

动症咨询的家长特别多，普遍反映一
年级孩子坐不住、爱打人、跑出教室等
现象。此类问题成了共性，在和专业
团队沟通后，中心决定采取“三步走”
策略。第一步把孩子请到中心，通过
咨询和评估，来判断孩子的实际情
况；第二步把教师请到中心，通过专
业团队的意见，指导教师在遇到此类
问题时，应具有的认识和处理方法；
第三步是把家长请到中心，通过课设
《培养注意力的心理学》读书会，给家
长支招，帮助他们更好地养育孩子。
这种工作方法，受到学校和家庭的普
遍欢迎。

“天宁区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成立以来，始终把目光聚焦‘病症’，哪
里有问题，就把‘处方’开到哪里。”曹
烨表示，针对家庭教育,中心为学校配
备了168门省市区级专家开设的课
程，普惠师生和家长；为家长开设各类
读书会，探讨养育智慧；为亲子开设青
果巷游学+职业启蒙，依托各类社会
资源，搭建活动平台……目前中心已
为辖区学校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
1600场。

针对行为矫治，中心依托医生团
队持续开展认知行为治疗团辅，帮助
有注意力、沟通等障碍的孩子获得正
常生活学习的能力，为结构性问题家
庭启动新的动力，赋予孩子成长的健
康空间。

“我们就像一个火种，点燃了老师
和家长心中的火苗，最终，他们会发光
发热，照亮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曹
烨说。

聚焦“病症”开“处方”

照亮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

本报讯（凃贤平 史菡子 贡丹
芳）企业如何服务好自己的客户？黑
牡丹集团独树一帜，提出“服务好自己
的员工，就是服务好自己的客户”。今
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企业围绕
基础设施、餐饮管理、后勤住宿、职工
关爱、团队建设、职工教育培训等方面
完成“为民办实事”110件，精准高效
做好服务保障。

有员工提出，西门进出容易拥
堵。为此，黑牡丹对进出西门的道路
进行改造，拓宽道路，设置绿化带，解
决车辆拥堵和停车难问题，提高通行
效率和道路安全。

黑牡丹现有3200名员工，其中
有不少人是住在员工宿舍的。为满
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宿舍区增加空调
和公共浴室；在宿舍门口安装快递
柜，为员工网上购物、收取物品提供

便利；增加晾晒区，解决住宿员工晾晒
问题；在员工宿舍2号楼增加自动售卖
机，售卖一些方便食品、饮料以及日常
生活用品等。

员工来自五湖四海。黑牡丹的餐厅
设置两处免费汤供应点，同时免费供应
醋、辣椒、盐等调味料，解决员工口味不
一的问题。此外，还在餐厅员工洗手池
安装小厨宝，解决了员工冬日餐后漱口、
洗碗手凉的问题。

黑牡丹青年员工较多。针对他们的
学习问题，黑牡丹根据不同兴趣、备考不

同科目组织相应学习小组，并为学习小
组安排配套设施。针对他们的交友需
求，一方面组织青年员工拓展培训，另一
方面为公司适婚单身男女青年安排交友
活动，拓宽交际圈。

为提高员工突发疾病现场应急救
护能力，今年8月份，黑牡丹在园区安
装配备了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同
时先后组织50余名职工参加AED使
用和相关医疗急救知识培训班，普及抢
救知识，为构建和谐健康平安园区提供
有力保障。

“我们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检验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准，切实为员
工解决困难事、烦心事，推动一大批民生
实事落实落地。服务好自己的员工，就
是服务好自己的客户，就能推动企业更
好更快发展。”黑牡丹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戈亚芳说。

服务好自己的员工，就是服务好自己的客户

黑牡丹今年完成110件“为民办实事”

本报讯（陶怡 沈默 蒋琪瑶）
“差点没认出来，要不是走到16幢
甲单元楼下闻到熟悉的红烧肉的浓
香，还以为走错了小区！”近日，到桃
园新村看望自己老母亲的王阿姨，
惊讶小区改造变化如此大。

路宽了，小区道路从2米拓宽
到5米；敞亮了，一楼居民家中都明
亮不少；有序了，电动车、轿车都有
了停车位。

据了解，小区以前见缝插针地随
意停车，最多能停150辆车，经过这
次改造，车位新增到236个。新建电
动车智能充电位315个，电动车楼道
充电难题、飞线充电难题也彻底解决
了，目前智能电动车充电棚已经投入
使用，1元钱能充8小时。

16幢甲单元前的景观水池也
已更换栏杆、增加水上栈道，并铺装

防腐木，接下来将进行池水清淤，栽种
盆景水生植物，居民们已经开始期待
明年春天，满池的涟涟绿意。

桃园新村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
是老城厢内老旧小区一期项目中备受
关注的改造小区。桃园新村改造项目
负责人荣凤桂介绍，小区改造围绕适
老宜居，目前还有一些收尾作业，预计
下个月竣工验收。

为更好照顾“一老一小”，小区内
还增设了老人、幼儿的日间照料中心，
并配套共享图书室和社区便利店。

据悉，目前老城厢内老旧小区一
期项目涉及娑罗家园、升仙弄、麻巷公
寓等10个老小区，预计今年11月均
可完工。二期项目涉及迎春花园、博
爱路83号（102医院宿舍）、北直街等
15个小区，进度已完成60%，预计今
年年底完工。

老城厢老旧小区改造后变化大

居民闻着红烧肉的香味才认出家门

本报讯（宋婧 蔡力）本周末，
郑陆镇将全面启动农村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涉及全镇14个行政村的
49个自然村，项目总投资8600余
万元，计划于2022年 2月竣工验
收。届时，郑陆镇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覆盖率将超70%。

雨污不分流、水体变黑臭，这是
解决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问
题，也是郑陆本次农村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的重点内容。

根据规划，将建设27套农村污
水处理设备，9座地埋式一体化提
升泵站，5万多米污水管网，40套远
程监控设备，为黑臭水体治理配套
智慧管护设备。

据悉，明年郑陆镇将在此基础

上，继续提质增效，对49个自然村村
庄开展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其中22个
自然村新建农村生活污水设施，5个
自然村村庄生活污水接管，22个自然
村完善管网及采取资源化利用方式。

同时，做好全镇城镇污水管网规
划修编、现有管网排查摸底工作，尤其
针对筹建中的省级高新区、焦溪古镇、
舜山小镇等片区，组织开展全镇污水
管网修编工作，形成全镇既有管线电
子图，为污水管网日常管理做好技术
支持。

解决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问题

郑陆综合整治49个自然村的水环境

本报讯（吴菁）青果巷历史文
化街区坐落在天宁街道青果巷社
区，社工经常化身讲解员，将“汉语
拼音之父周有光编写《汉语拼音方
案》历程”“抗倭英雄唐荆川生平事
迹”“爱国民主战士史良为妇女解
放作出的贡献”等故事向游客娓娓
道来。

为了服务更多游客，近日青果
巷社区联合街区专门培育组建了
一支全域旅游志愿者服务队，向八
方游客展示“江南名人第一巷”的
形象。

志愿服务队由社工、退休党员

等组成，经过统一招募、培训后上岗，
提供游览讲解、全域旅游宣传引导、美
化景区环境和节假日交通引导咨询等
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不管是外地游客还是本
地市民，均可通过电话提前预约讲解
服务，也可在入口处的游客服务中心
直接申请，只要符合一定的人数要求，
就可跟随志愿讲解员来一场有故事、
有体验的深度游。

截至目前，青果巷志愿讲解员累
计开展 120 多场讲解，服务人次达
400多人次，助力长三角文旅中轴建
设，提升旅游品质。

社工化身讲解员

把青果巷名人故事传播出去

本报讯（董逸 高瑛）“B超、心
电图、血常规、肝肾功能……这些检
查现在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能
做，再也不用花很多时间跑到大医
院去排队了。”近日，在重装升级后
的紫云苑卫生服务站内，市民蒋女
士满意地说道。

紫云苑社区卫生服务站提升改
造工程于今年4月启动，10月18日
正式投入使用，累计投入400万元，
面积由原来300多平方米增加至
1000多平方米。新改建的紫云苑
卫生服务站由原先的一层增加至两
层，一楼为基本医疗用房，设有全科
诊室、输液室、配药室、注射室、检验
室、治疗室、药房等。二楼新加入了
B超室、心电室、推拿室、针灸室
等。天宁区青龙医院院长姚宇光介
绍，此次加入的中医馆，主要为群众
提供中医诊疗以及康复治疗服务。

11月初，他们还将设立中医专家门
诊，邀请常州中医院的专家坐诊，让居
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市级医院的专
家服务。

“大多数检测都能当场出报告，血
生化指标，我们会将样本送到常州二
院天宁分院进行检测，做到‘工作人员
多跑，让群众少跑’。建成后的紫云苑
社区卫生服务站功能布局更加合理、
医疗设备更加完善，可以说，社区医院
应该具备的基本医疗条件，紫云苑社
区卫生服务站已经做到全方位涵
盖。”姚宇光说。

记者了解到，紫云苑社区卫生服
务站位于天宁吾悦商圈核心区域，作
为周边唯一一个公共卫生服务机构，
其承担了7个小区、近2万户居民的
基础医疗保障，再加上该卫生服务站
位于青龙、丁堰、雕庄、潞城等街道交
界处，辐射人口将近10万。

青龙街道紫云苑社区卫生服务站提升改造

家门口就能享受市级医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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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天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