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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8日上午，天宁区
举行2021年度上半年新兵欢送大会，
区长张凯奇，区委常委、人武部长郑平
刚、区人武部政委常素出席大会。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应征入伍的
新兵们身着戎装，胸戴大红花，英姿飒

爽，整装待发。
据悉，今年是兵役制度改革后

正式实行“一年两征”的第一年，自
春季征兵工作开展以来，天宁区适
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经过对
200余名应征青年进行初检初审、体

格检查、政治考核、役前教育训练、审
定新兵等程序的严格把关，86名应征
青年脱颖而出、光荣入伍。

本批次入伍的新兵中大学生占比
达 95%，是历年来学历最高的一届，
兵种涵盖武警、海军、空军、火箭军

等。日前，新兵们已在常州国防园进
行役前教育训练，提前体验军营生
活、感受部队氛围，更加坚定了从军
志向。3月 15日开始，他们分批前往
各部队报到。

（罗翔）

大学生占比95%

86名青年光荣入伍

3月 20日，在常州国防园，天宁
区2021年度第一批次新兵入伍前的
集训在这里进行，当天，新兵家属前来
欢送入伍新兵。

阴冷的天气消减不了亲友们激动
又不舍的心情，一一与即将远离家乡
的新兵拍照留念、拥抱话别……

在人群中，有两位白发苍苍的
老者正殷殷嘱托眼前身着军装的年
轻脸庞。“穿上这身军装，你就是一
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一定要在
军队大熔炉里淬火成钢，做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

‘四有’军人，保家卫国建功立业！”
新兵名叫陈欣雨，今年21岁，毕

业于常州技师学院。前来送行的是他
的爷爷和堂爷爷。爷爷是一名老工程
兵，堂爷爷曾参加过云南对越自卫反
击战，并获部队三等功。

陈欣雨从小就有个从军报国的
军旅梦。十多天的役前教育训练，
让陈欣雨的脸上褪去了些许稚嫩，
平添了一份成熟，镜子里的“小平
头”愈发帅气，军人的形象也渐渐清
晰起来。

徐蕾 王锐 陈梦 薛炜钰

“军爷爷”给新兵孙子上“入伍第一课”

本报讯 青龙街道新一届社区
“两委”班子履新上任后，聚焦为党员
群众办的第一件实事、协调处理的第
一个难点、落实推进的第一个项目，全
力以赴办好“开门一件事”，挖掘“更多
民生事”，加快补齐短板，用“小成绩”
撬动“大作为”，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青龙苑南区社区是青龙街道最早
的社区，从第一批居民入住已有16
年，房屋天沟漏水、外墙渗水、窗户

阳台渗水等现象时有发生，虽曾采取
局部维修，但始终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新一届“两委”班子上任后，立即
成立专项小组，将解决渗水问题当作

“开门头件事”。
此次，青南社区安置房渗水外墙改

造工程共涉及31幢房屋、8万方外墙面
积，约800余户居民。专项小组制订了
逐年推进、整体维修、重新粉刷、重点防
水的改造方案。截至目前，青南社区已
完成16幢近4万方外墙改造工程，剩余

工程将继续全程跟进、尽快完工，进一步
提升安置房社区“颜值”。

而在青龙苑北区社区，新一届“两
委”班子一上任，了解到有居民在天台私
搭乱建鸽舍，造成了安全隐患、环境污染
和扰民等不良影响。日前，社区成功将
违建鸽舍拆除。“我们主动帮鸽舍主人物
色到合适的养鸽场地，既减少了鸽舍主
人经济损失，又避免了‘拆了又建、防不
胜防’的恶性循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
委会主任朱明波说。

横塘社区是青龙街道“政居分离”创
新模式下打造的大社区，社区常住人口
达2.7万余人。居民对于消费、贷款、资
金周转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是目前辖区
内仅有一家工商银行，金融服务层次单
一，居民可选择性低，生活不便。新一届

“两委”班子采取“网格化”推进，问卷式
入户，对社区居民金融方面的需求情况
进行深入摸底，并积极对接中国银行落
地，推动两大国有银行“双行并轨”，为辖
区居民提供金融服务。

“当前，常州市党史学习教育正在持
续深化，青龙街道新一届社区‘两委’班
子聚焦‘开门头件事’，一件接着一件办，
真真切切帮助居民群众解决实际需求，
正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最好实践。”青
龙街道党工委书记郑峰说。

（凃贤平 刘亚媛）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青龙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本报讯 近日，天宁区政务服务
中心新增了一批医保服务的事项，为
辖区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提供医疗保
障相关服务。

新增的事项包括参保人员个人账户
一次性支取、门诊费用报销、住院费用报
销、产前检查费支付、生育医疗费支付、

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生育津贴支付、一
次性营养补助、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
管理、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定点
医药机构基础信息变更、参保单位参保
信息查询、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异地
安置退休人员备案、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
案和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目前，天宁区政务服务中心增设了医
保服务窗口29、30，已承接开展医药机构
申请定点协议管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
息查询、异地就医备案、零星报销、生育保
险待遇核定等五大类62项业务。

下一步，天宁区政务服务中心将拓
展医保经办镇（街道）、村（社区）服务下
沉，实现线上线下不间断服务，为参保单
位和参保人员提供更加贴心便利的服
务，满足不同企业人群的差异化需求。

天宁区政务服务中心咨询电话：
0519-69661877。

（陈凝 沙莎）

天宁区政务服务中心
新增一批医保服务

本报讯 3 月 18 日，天宁街
道“青果增能学院”在天宁区2021
年社会工作宣传周活动上成立，为
社工、社区、社会组织赋能。

此前，2019 年天宁街道启动
“青果增能树”工程，以所辖15个社
区、村的一线社工为培训对象，采取
集中授课与业余自学相结合的方
式，提升年轻社工从业人员理解政
策、解决矛盾和工作创新方面的职
业能力。与此同时，成立了“全要素
网格员5G学堂”，推出“领头雁”工
程、“青果先锋课堂5+X”，实施“5+
X”模式书记项目，致力于将学习培
训的理论收获转化为实际工作的战
斗能力。

“今年，我们在过去基础上继续升
级，青果增能学院的成立，将形成一套
更加全面、系统、可复制的社工、社
区、社会组织培育体系，为全要素网
格化社会治理工作提供坚强支撑。”
天宁街道办事处主任汪舟说，学院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委
托第三方社会发展创新中心开展街
道社会组织孵化、社区共治项目实
体运作、社区自治团队培育等一系
列活动，为初创期社区草根组织积极
提供各方面的支持服务和全方位的能
力培养。通过“头雁”引领、骨干赋能、
全科轮训等形式，多维度构建分层分
类的社工培训体系。

（宋婧 吴菁）

“青果增能学院”
为“三社”赋能

本报讯 3月23日，红梅街道
针对红菱村委钱家村开展环境综
合整治前期调研工作，并制订整治
方案。

天宁区红梅街道红菱村委钱家
村位于飞龙东路北侧，右靠润德半
岛、左与锦绣南苑交界，占地面积约
10亩，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总
户数40户，常住户籍人口21人，流
动人口149人。现因钱家村东侧临
棚违章搭建乱象丛生，临棚内部环
境简陋，通风条件差，存在严重的消
防安全隐患。

今年，红梅街道着手构建让居

民群众安心舒心的人居环境，计划
以红菱村委钱家村临棚改造为切入
点，逐步开展老钱家村整体提升改
造项目。

下一步，红梅街道将对钱家村临
棚进行全面拆除，部分道路进行修补、
硬化，部分围墙进行重建、出新，墙面
整体出新，店招店牌、遮阳棚统一设
置，晾晒区域、非机动车停车场合理布
局，电缆线路、垃圾分类亭统一改造，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整体布局，全面提
升钱家村整体环境面貌，持续推动街
道城市长效管理水平再上台阶。

（沈力炜）

红梅街道启动钱家村综合整治工作

本报讯 3月初，天宁团区委、
天宁经济开发区团工委、东青社区
联合辖区物业，在所属的东青雅苑
小区开展志愿服务进网格，环境整
治微更新活动。

经过前期协商，将为东青雅苑
内绿化缺失较为严重的健身广场
进行社区“微更新”。活动前期，
由居民志愿者和物业工作人员先
对健身广场周边裸土上的垃圾、
砖块进行了集中清理。20 日当
天，由开发区、联通常州分公司的
青年志愿者、部分青年突击队队
员们，一起利用废旧轮胎进行微
景观DIY打造，通过将轮胎涂色、

组合造型，配以灌木、鲜花，将小区
健身广场周边光秃秃的地面变成

“生机勃勃”的小花园，得到居民们
的交口称赞。

据悉，开发区团工委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逐步完善“志愿服务+网
格”的志愿者服务模式，组织开展群众
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打造更多“微更新”“微实事”“微
服务”项目，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
好志愿服务氛围，让每一名志愿者切
实感受到自己在实实在在发挥着作
用，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网格化的志愿
服务精准又暖心。

（徐丽娜）

打造小区微景观
助力美丽社区建设

本报讯 近日，家住郑陆镇梧岗村
的陈女士在郑陆镇为民服务中心通过

“一件事”套餐，办理完成了“生育一孩证
明”和申请“奖励金”这两个关联事项，体
会到“就近只跑一次的”便捷与高效。

此前，陈女士需要先在户籍所在地
郑陆镇为民服务中心开具“只生育一孩
证明”，随后至退休企业所属地的武进区
横山桥镇为民服务中心申请办理奖励
金，“赶十几公里的路不说，能不能当天
办理成功还是个未知数。”陈女士说。

当天办理时，郑陆镇为民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她这项业务可以通过“一件
事”套餐办成，套餐中包含开具“只生育一
孩证明”、申请“奖励金”这两个关联事
项。陈女士提交材料后，工作人员线上将
申请资料流转给横山桥镇行政审批局审
核，不到2分钟，横山桥镇行政审批局就
发来了核准信息。郑陆镇行政审批局立

即通过江苏政务专递将需要存档的材料送
达权属地。

据悉，郑陆镇位于天宁板块和武进
板块的交界处，有很多户籍在此，却在其

他镇（街道）企业退休的申请人。郑陆镇
行政审批局围绕“民生服务一件事，线上
线下一次办”，结合“全城通办”和“一件
事套餐办”的服务模式，建立系统联动、

部门协同机制，再造办事流程，实现民生
服务“就近地一次申请，跨区域全部办
结”，大大节约企业、群众的办事成本。

（宋婧 徐佳誉）

关联“一件事” 跨域“全城办”

一年一度，又见梨花开。每年的3月下旬到4月上旬，是查家湾梨花盛开的最佳期。本周六第四届查
家湾梨花节开幕，喜欢梨花的市民可要抓紧时间了。 凃贤平/文 高亮/摄

又见
梨花
开

本报讯 “什么精神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1935年12月瓦窖堡
会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
是什么？”3月19日下午，一场党史
知识竞赛正在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紧张进行，现场
老少面孔混搭，抢答器铃声此起彼
伏，共同角逐“最强大脑”。

据悉，这场活动以“学党史·正

青春·践初心”为主题，由常州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兰
陵街道机关党总支和浦南社区党总支
联合举办，选手中年龄最大的81岁，
最小的20岁，老少同台精彩抢答赢得
现场党员阵阵掌声。

当天，还进行了百名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

（徐蕾 田沛 刘涛）

老少同台
角逐党史“最强大脑”

本报讯 3月21日，前后北岸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常州
非遗文化梳篦传承人邢粮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让辖区少年儿童近距离
体验梳篦制作的乐趣，感受传统文
化魅力。

现场，邢粮先给青少年们讲解
梳篦的来源、作用、影响以及制作程
序。随后通过知识问答的形式，加

深孩子们对梳篦的认识。在制作属于
自己的那一把梳子的环节，孩子们挑
选着自己喜欢的颜色，认认真真地进
行绘画，在真切的体验中，成为一个个

“非遗小传人”。
据了解，今年天宁街道还将举办

多场“非遗文化进社区”活动，让青少
年近距离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增强青
少年的创造力和文化自信。

（刘玉香）

非遗文化进社区
传统文化有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