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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冰 胡平
龚青轩 图文报道

常泰长江大桥是江苏省
规划建设的 41 个过江通道
之一，建成后将成为长三角
中轴的重要通道，对于确立
常州中轴枢纽地位也具有重
大意义。作为常泰大桥南接
线工程建设青年突击队队
长，唐呈凌对于自己有幸参
与这样的重大工程感到特别
自豪。

常泰大桥南接线工程中
桥梁占比高达 56%，梁场建
设在项目中极其重要。从梁
场的选址到预制至少要 13
个月，但常泰南接线项目启
动后，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
6个月。

2021 年 3 月，常泰大桥
南接线工程建设青年突击队
正式成立。唐呈凌介绍，“队里
的18名队员，平均年龄29周
岁，个个都是青年骨干，哪里
需要，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

去年 7 月 27 日晚上，突
击队接到上级部门紧急预
警：风力达 14 级的“烟花”台
风要从常州经过。为确保工
程项目安全，唐呈凌第一时
间协同突击队安全组长王盛
模召集 5 名队员赶赴现场，
顶着狂风暴雨对现场水电、
大棚及龙门等临建设施逐一
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直至次
日凌晨 3 点多完成所有安全
防御措施的落实。

去年 9 月，项目正全面
推进施工便道建设，可村民
的十亩苗圃尚未“搬迁”，一
时成了“拦路虎”。怎么办？唐
呈凌与突击队员们兵分几
路，一边做村民的思想工作，
一边寻找合理的处理方式。
10 天时间里，他们跑了 5 个
部门和 4 个乡镇，还咨询了
12 个在建项目⋯⋯功夫不
负有心人，终于对接上一个
位于雪堰镇的复绿项目，为
十亩苗圃找到了“归宿”，为

施工便道建设扫清了障碍。
青年突击队活跃在常泰

大桥南接线工程中，百次攻
关处处可见突击队员的身
影。对于梁场的选址和预制
时间紧、任务重的难题，青年
突击队员开展“头脑风暴”。
队员梁华骏“借用距常泰南
接线项目 70 公里的五峰山
高速现有梁场，进行改建”的
提议得到了一致认可。接着，
大家又围绕“智慧梁场”科技
转型进行立项，同步开展了
16 个专项课题的攻关，为全
面实现“场”到“厂”的流水
化、订单化、智能化的精细管
理和申报国家级智慧梁场做
足了准备。最终，唐呈凌带领
队员们在梁场建设中不仅缩
短了 6 个月的工期，且节省
了 14 万平方米的临时用地，
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综合
利用率，并圆满完成 219 榀
节段梁的预制，超前、超额完
成主桥下达的 89 榀预制任
务。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
底色，行动是对青年最有效
的磨砺。”这是唐呈凌在常泰
大桥南接线工程中最刻骨铭
心的感受。

如今，常泰南接线工程
的房屋拆迁和便道施工已基
本完成，他们正在紧锣密鼓
推进河塘回填、软基处理、桩
基、承台等项目的施工。唐呈
凌说：“在市交通运输局党委
和现场党支部的关心支持
下，我们常泰大桥南接线的
团员青年一定努力交出青年
建功重大项目发展的满意答
卷，为常州‘532’发展战略贡
献青春力量。”

据悉，这支突击队被评
为 2021 年度全市重大项目
优秀青年突击队。

——访常泰长江大桥南接线工程青年突击队队长唐呈凌

行动是对青年最有效的磨砺

■秋冰 郏燕波 周茜 宋婧
徐多 胡一峰

本报讯 2021 年度全国学雷
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
评选结果近日揭晓，我市的国网
常州供电公司“电亮微光”留守儿
童关爱项目和溧阳市点亮“心愿
树”关爱困难弱势群体志愿服务
项目荣获“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武进区税务局“彩虹舟”志愿服务
队荣获“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天
宁区雕庄街道菱溪社区荣获“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

常州供电
“电亮微光”留守儿童

关爱项目

国网常州供电公司“电亮微
光”留守儿童关爱项目于 2018 年
起实施，按照“扶贫先扶志，扶贫
必扶智”的新时代扶贫思路，紧扣

“治愚”“扶志”“扶智”主题，形成
“贞情常在”爱心助学、带着“山
娃”看世界、把“电力课堂”搬进

“希望来吧”三个子项目，从传统
的物质扶贫向“志”“智”双扶拓
展。

截至目前，“电亮微光”项目
组为贵州贞丰县、金坛革命老区
等地的留守儿童开展线上和线下

“电力课堂”、游学活动、心理疏导
等 170 余次，帮助留守儿童改善
成长环境，保障心理健康，提高安
全意识，开拓认知视野，服务留守
儿童 5500 余人次、累计 1300 多
小时。

下一步，国网常州供电公司
将继续秉持“电亮微光”的公益思
路，持续提升公司志愿者队伍的
服务能力，并以参与志愿服务作
为提升青年素养的途径之一，号
召青年员工积极投身志愿服务项
目，根据服务对象需求创新活动
内容与形式，进一步扩大项目社
会影响力，吸引更多人参与，播撒
爱心。

溧阳

点亮“心愿树”关爱困
难弱势群体志愿服务项目

2014年10月，由溧阳市政府
牵头，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之力，
溧城街道成立了助残帮困公益平
台——“心愿树”爱心工作站。通
过广泛入户走访，聆听群众真实
心声，了解群众迫切需求，工作站
量身定制帮扶措施，延伸救助保
障范畴，先后打造“爱心承诺书”

“爱心生日档案”“爱心年夜饭”等
志愿服务品牌，以完成心愿的方
式让受助群众有尊严、有质量地
生活。“心愿树”爱心工作站在溧
阳的 12 个镇（街道）实现全覆盖，
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
一道风景线。

该项目自开展以来，为困难
群众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帮
扶，还开启了全民志愿服务新模
式——通过“认领心愿、实现心
愿”，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
连心桥，把党和政府的关爱与温
暖传递到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群众
身边。至今已累计发放爱心衣服
12216 件（条），爱心超市发放油、
米、棉被等生活物资、物品 11118
件次，发放困难补助金 506800
元，实现心愿 3012 个，受助群众
达37014人次。

武进税务局
“彩虹舟”志愿服务队

成立于 2001 年的“彩虹舟”
志愿服务队，现有志愿者近 500
人。20多年来，他们始终秉持“希
望之舟 让爱远航”的理念，志愿
服务范围涵盖捐资助学、关注特
殊人群、关爱空巢老人、助力脱贫
攻坚等领域，足迹遍布江苏、安
徽、青海、新疆等地区，累计捐款
捐物80余万元，受益群众达4000
余人次。

新税务机构成立后，武进区
税务局党委立足将基层党建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有机结合，以“彩虹
舟”志愿服务队为纽带，建立了

“彩虹舟岑村”等 7 个志愿服务站
及爱心超市，在理论宣讲、疫情防
控、乡村振兴等方面创新深化志
愿服务，常态长效为群众解决“急
难愁盼”问题，进一步汇聚志愿服
务力量，展现税务部门奉献社会
的使命担当。近年来，“彩虹舟”
文明实践行志愿服务项目先后获
评第五届省志交会金奖、市优秀
志愿服务项目等10余项荣誉。

雕庄街道菱溪社区
聚焦百姓需求，创新志

愿服务

菱溪社区是一个村转居的新
型社区，常住人口 2652 人，社区
志愿者580多人，党员182人。为
增强志愿服务在构建社区精神文
明建设中的影响力，菱溪社区通
过党建引领、共商共治、三社联
动，组建了先锋服务号、邻里义工
队、智能生活团、红色物业生活管
家等 10 支志愿者队伍，通过志愿
服务为居民排忧解难，打通了志
愿服务“最后一米”，推动了居民
素质全面提升，“人人参与、人人
共享”的志愿服务让大家享受到
新城市、新社区、新生活的美好。

聚焦“一老一小”服务，菱溪
社区先后实施救在你身边、安康
守护、巧手 baby 等公益项目，针
对小区不同人群的实际需求量身
定制，常态化开展活动近百次，受
益人群近万人。其中，社区牵头
引入了 2 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入
驻，与雕庄医院、乐援助残、蓝天
救援队、红溪幼儿园等 8 家单位
建立共建合作关系，充实志愿者
服务力量。如，红溪幼儿园义工
教师为小区近百户幼儿家庭提供
学前教育志愿服务，“幸福安居
队”党员志愿者为拆迁中的居民
拍摄 5000 张老屋留影照片等。
近年来，菱溪社区获评江苏省十
佳科技志愿服务点，并入选全国
科技志愿服务社区先进典型。

2021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评选结果揭晓

我市占四席

■周文娟 秋冰 高岷

本报讯 家，是温馨的港湾，
也是前行的动力。记者昨天获
悉，我市一批家庭获全国、省级五
好家庭、最美家庭荣誉称号，这些
幸福美好的家庭是我们城市在这
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我市荣获第十三届全国五好
家庭的有王玉美家庭、李如花家

庭和张建梅家庭；荣获 2022 年全
国最美家庭的是蒋明峰家庭和季
成家庭；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家庭
工作先进个人的是溧阳市妇联主
席滕维。

我市荣获江苏省五好家庭的
有王颖家庭、陆旭东家庭、陈江华
家庭、黄文佳家庭、巢琨宇家庭、
谢茗家庭和满庆家庭；荣获 2021
年度江苏省最美家庭的是王虎琴
家庭、王建华家庭、刘国琴家庭、

汤敏慧家庭、严梅华家庭、杨寅家
庭、吴敏亚家庭、殷虹家庭、游正
华家庭、潘跃家庭、魏俊翔家庭。

获得荣誉的这些家庭，他们
守望相助践初心，忠诚坚守彰显
家国情怀；他们廉洁治家强修养，
风清气正诠释责任担当；他们爱
岗敬业甘奉献，拼搏奋进绘就宏
伟蓝图；他们绿色勤俭扬新风，崇
德向善谱写人间美好，共同凝聚
最美家力量，谱写时代新华章。

全国和省级五好家庭、最美家庭

我市一批家庭获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