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11日 ，区政协委员在学田菜市场了解“豆制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使用情况，围绕市场发
展等建言献策。 许丛军 摄

观音山新城：

倾听民声，让安置小区更宜居

“这里虽然是拆迁安置小
区，但无论是房子外观，还是小
区绿化，看起来跟商品房没什么
区别。”去年下半年，崇川区观音
山新城的一些安置户，迁进了位
于世伦路观阳路西南角世濠花
园的新居，住户葛汉才说：“这是
在我们亲自监督下建起来的房
子，因此对房子的质量更加放心
和安心。”

以民为先，建设品质有保障
在将于 10月底交付的世纪

新城六期，项目经理带记者参观
了两套安置房。屋里南北通透宽
敞明亮，屋外绿树成荫曲径通幽。

据介绍，观音山新城安置小
区居住人口占辖区总人口的
42%，原有的拆迁安置小区居民
对房屋的外立面、基础设施、绿
化率满意度不高。“在后期的安
置房建设中，我们做到了‘三提
升’。”观音山新城规划建设环保
局局长瞿鹏介绍说，将景观标准
由原先的 50元 /平方米大幅提
高到 250元 /平方米，并由专业
公司设计和施工；墙体外立面全
部采用现代立面风格，材料由面
砖、涂料等改为了真石漆；电梯、
电器全部采用国内一线品牌，使
安置小区建筑质量和景观效果
达到一流水准。

让民参与，住得舒心更放心
2013年 7月 30日，夏井

凤、葛汉才等 58名责任心强、群
众信得过的热心居民，受聘成为
观音山新城安置房建设义务监
督员，分头监督 11个在建的安
置房项目。在项目前期设计、工
程施工、安置准备期间，他们定期
与安置户代表召开座谈会，广泛
听取意见和建议；在项目建设中，
及时了解项目建设信息，及时反
映安置户提出的问题和相关诉
求，并快速反馈、处理、落实。
世濠花园建设过程中，原本

就是搞建筑的葛汉才更是把特
长用上了。小区绿化施工时，老
葛等几名义务监督员到现场查
看进度，发现一些高大的绿化树
离房屋间距比较小，以后继续生
长势必会影响低层住户采光。建
议提出后，被管委会和施工方采
纳，将大树与房屋的间距标准定
为不少于 8米。

夏井凤监督的项目是滨河
五期，“上岗前都经过培训，图纸
应该怎么看，钢筋应该多粗，砖
头标号是多少，我们都懂一些。”
他说，因为是自己未来的家，肯
定特别上心，空了就会去转转。

目前，58 名义务监督员已
经提出规划建设、材料选用等方
面的合理化建议和意见 20 多

条，为打造党委政府的“民心
房”、群众的“放心房”做出很大
的贡献。

为民服务，小区管理更智能
以前十几个村的居民，现在

住在一个小区里，如何科学管
理、提供服务？这是观音山新城
管委会面临的问题。
“借着世濠花园交付，我们

开始试点实行‘三前置三统一’
的治理模式。”崇川区城管局执
法大队副大队长丁金国介绍说，
通过问题前置、组织前置和保障
前置，给安置小区管理打好基
础；通过统一属地管理、统一调
配社干和统一经营资产，提升安
置群众的归属感和社区干部的
积极性。

“我们每个月都会召开社
区、物业、邻里代表的联席会议，
对小区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
交流，寻求解决办法。”社区工作
人员葛敏敏介绍说，因为小区地
面没有非机动车库，以前常会有
居民乱停车，甚至会从楼上拉插
线板下来充电，很不安全。后来
经过大家集体商议，在小区里设
置了几个临时停车处，配以白色
镀膜车棚和充电桩，既美观又实
用，深受居民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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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奋勇担当，用行动贯彻落实
9月 29日，崇川区委召开

中心组学习会，传达贯彻市党代
会精神，研究落实工作举措。区
委书记吴旭说，要把贯彻落实市
党代会精神作为第一任务、第一
要求，在全市推进转型发展、加
快富民进程中奋勇担当。

把“三城同创”作为做优、做

美主城核心区的最佳机遇。9月
30日，崇川召开“阳光征收百日
竞赛”现场点评会，规范流程、分
解任务，街道递交责任状。10月
3日，区委主要领导率队深入滨
江区域，现场会商推进希尔国际
大酒店东侧地块等扫尾项目。市
党代会结束以来，全区已完成房

屋征收 8 ㎡万 、300户。
牢牢把握城市经济主方向

和主抓手，坚定不移抓项目促
发展，高起点实施转型发展。全
力推进平台载体建设“650”行
动计划，重点建设 6类产业、50
个载体项目，以天为时间单位
细化责任、现场督察、分类推

进，加快观音山水街、三创街区
总部大厦等土建类项目建设，
完善广东超讯、华粮自动化输
送设备等项目申报，筹划台湾
科技园等赴台招商工作，南亚
塑胶节前完成增资到账 2130
万美元。

突出从严从实，强化党的

建设。9月 29日，区委召开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二专题
讨论会。10月 1日，区委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到虹桥街道新东
社区食堂做义工，开展党员志
愿服务活动。新区小学、新城小
学等为民办实事项目正在抓紧
推进之中。

金秋十月 名企相约

金秋十月，名企相约。崇
川区人力资源市场组织辖区
各类企业，推出人力资源综合
场和人才交流专场等 7场招
聘活动。
10 月 8 日，十月份首场

招聘会在节后首个工作日
举办。目前南通万达锅炉有
限公司、南通富士通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南文
体产业有限公司、南亚塑胶

工业（南通）有限公司等崇
川名企相继报名参会，涉及
电子、零售、金融、建造、服
务等多个行业。其中营业
员、机械设计、市场营销、行
政文员等近千个热门岗位
颇受刚刚入门的求职人士
欢迎。而装潢设计、销售业
务、人事主管等近百个管理
岗位则倍受经验丰富的求
职人士青睐。

培训全科社工

10 月 10 日，全区“全科
社工”培训班开班。这标志着
“全科社工”模式在崇川 108
个社区全面启动。
“全科社工”是指全面掌

握下沉到社区公共服务平台
的 70 项业务技能的社区工
作者。此次改革，每个社区平
台设置 2-3 名全科社工，达
到“全科社工、全能受理、全
心服务”的目标，打破原窗口
社工各管一块的局面，提高
社区工作效率，缩短群众办
事流程。

本次培训班由区委组织
部、区民政局、区人事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区行政审批局
共同举办，区残联、区卫计委
协办。

参加本次培训班的人员
共 300多人，来自全区的 10
个街道 108个社区。在为期 3
天的培训过程中，“全科社
工”将通过全面、系统学习
“全科社工”的 70 项业务操
作流程，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办理流程、残联服务事项
及办事流程等。

综 合

10月 9日上午，适逢九
九重阳节。崇川区新老四套班
子领导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共谋发展，共叙情谊。

区委副书记江建春主持
座谈会。他首先代表区四套班
子领导和全区干部群众，真诚
祝福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节日
快乐，健康长寿。
区委副书记、区长陈俊到

会并讲话。陈俊简要介绍了
今年以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和“十三五”时期全区围
绕建设“强富美高”新崇川的
战略目标。陈俊表示，崇川区

能有今天的大好形势，得益
于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任
时打下的良好基础和一如既
往的关心支持。对各位为崇
川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积极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
各位健康长寿，家庭美满幸
福！
区委书记吴旭，区领导俞

汉林、陈中锋、陈跃生、田桦、
顾军及区四办、区人社局、区
委老干部局等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和区四套班子老领导共
40多人参加活动。

区四套班子贺重阳

综 合

综 合

综 合



这个 ，崇川格外温暖
综 合

下期话题：
结合“明窗行动”，如何在

生活中真正将小区公共卫生
工作落到实处？

发送评论至“崇川在线”
微信公众平台或发送评论的
邮件至 ntcc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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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背景：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

进，如何真正做好安置房小区
的文明长效管理，是大家关注
的话题。

邢佳倩（社区干部）：有
关部门可以对安置房小区配
套、店面房的权属、使用、管理、
销售等详情进行全面排查，配
套、店面房等不能违规销售，应
留足后期物业管理用房，弥补
物业管理经费的不足，也可以
考虑部分店面房租金用作住房
维修资金。

马男男（社区干部）：安置
房小区管理应以居委会为基
础，社区事务工作站、综治办、
物业管理单位为依托、其他各
类社会组织为补充，以形成一
套科学的社区治理体系；保障
安置社区经费来源，培育居民
物业服务消费习惯。

菲菲（微信好友）：
做好安置房小区文明长
效管理的关键还是业主
自身，要充分调动业主
的积极性，争取业主的
支持和参与。在小区里
成立业主委员会，形成
居民自治、物业管理和
社区监督三方配合、共
同服务的格局。

许晓勇（社区干部）:
针对安置房小区在管理中的短
板，一方面需要完善硬件设施，
业委会、物业等多方合力，形成
联动，承担共同责任；还要树立
业主“小区是我家”的公共意
识，宣传管理及时到位，要从源
头杜绝小区不文明现象。

汤建军（社区干部）: 采取
强化组织领导、加强日常管理、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完善政府
物业管理保底机制、从严考核
等措施，推进社区、业主、服务

企业“三位一体”建设，充分发
挥各管理主体的作用，将安置
房小区物业管理与文明城市长
效管理有机结合，既提高安置
房物业管理水平，也促进区域
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水平的提
高。

特邀评论员卜志祥：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深

入，安置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拔
地而起。作为适应社会发展，推
进文明进程，点亮城市形象的
时代产物，安置小区集整洁美

观、布局合理、绿色环
保、安全实用、配套健
全等于一体，一改以往
脏乱差的民房散居形
式，催化出一种全新的
生活理念，引领着城市
发展“新潮流”。

然而，离开农村，
走进城市，搬进新居，
很多居民曾今的生活
习惯一时间难以转变，
随之而来车库的乱搭

建，交通工具的乱停放，绿化带
内的乱种植，楼道中的乱堆放
等问题，屡禁不止，层出不
穷。，阻碍了小区文明创建的
步伐。

如何促进“文明长效管理”
已成为社会关心的话题。要实
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好三方面
的有效衔接。一是居民的身份
转变与文明行为转型的有效衔
接。小区居民要逐步摆脱传统
观念和陋习的影响，融入小区
管理，树立公共意识，自觉自律

地主动践行文明，而不是一味
地抱怨。二是注重社区建设与
部门协同的有效衔接。社区要
整合资源，以实现传统管理向
居民自治延伸为目标，充分发
挥业主委员会、社团组织的作
用，以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多元
化的主题活动，常态化的文明
引导。同时加强与城管等职能
部门的沟通联系，对“久治不愈
之症”实行严管严控，通过多措
并举，形成长效管理的强大合
力。三是物业服务与机制考核
有效衔接。加强业主监督，促进
社区物业服务和管理的提升。

如何做好安置小区的长效管理？

新闻 话题锐

连日来，一系列“尊老、爱老、敬老”主题活动在崇川陆续举办———

10 月 8 日，由南通市委宣传部主
办，和平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承办的
2016“我们的节日”重阳文艺演出在钟
楼广场举行。辖区居民群众近 400 人欢
聚一堂，共度佳节。

现场有八对金婚夫妇代表应邀参
加活动，其中婚龄最长的一对就是来自
百花苑社区的李汉均夫妇，市职工明星
吴叔儒将书法作品“永受嘉福”赠送给
李老夫妇。

“九九”重阳节是我国尊

贤敬老的传统节日，为了营造

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表达对

特殊老人群体的关心和尊重，

在街坊单位的自发提议下，10

月 9 日，濠北社区党委在濠河

游客中心停车场，举办了一场

“喜迎重阳百家宴 浓浓和谐

街邻情”为主题的街坊邻里联

欢活动。

街坊献爱心

活动当天，濠北社区多家

街坊单位拿出看家本领，精心

烹饪出美味佳肴，长长的饭桌

上，红烧海门羊肉、私房红烧

肉、蜜制老鸭煲、通城全家福、

富贵状元鸡、土豆牛肉盖浇

面、江海一锅、青椒毛豆……

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有

的街坊甚至直接派出自家师

傅，将操作台搬到活动现场，

裱长寿桃蛋糕，拉长寿面，为

老人们献出自己的爱心。

邻里同携手

一大早，邻里理事长金小

霞便带着她的一帮姐妹来到

活动现场，洗菜、切菜、拌馅、

包饺子，忙得不亦乐乎，就像

为自家人准备一样，温暖、开

心，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一个

个包含着浓浓情意的饺子下

了锅。理事长赵小川则将自家

的餐具洗涮得干干净净，带到

饭桌上，更给美食增添了几分

姿色。

老人露笑容

现场最开心的要数几位

孤寡老人，每逢节日倍思亲，

但是子女却不在身边，这是他

们心里难解的痛楚，此次社区

举办的百家宴让他们感受到

亲情，大家一起品美食，聊聊

天，唱唱歌，欢声笑语不断，

“就像一大家子在吃团圆饭，

诉说生活的点滴，烦恼痛苦都

已经抛在九霄云外了，这是我

度过的最热闹的重阳节。”特

殊家庭成员戴建娟留下了激

动的泪水。

饭菜飘香，笑声萦绕，一

顿百家宴吃出了亲情，交出了

友情，让素不相识的人们走到

了一起，营造出温馨和谐的人

居环境，形成团结互助、文明

和谐的良好关系。

10月 9日上午，由崇川区民政局、区
文新局、区老龄协会共同主办的“崇川区
第七届老年文化艺术节暨重阳节文艺汇
演”在虹桥公园举行，500余名居民观看了
演出。演出展示了属于崇川老年人的风
采，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对老年朋友的祝
福。区领导杨春红到场并为全区十佳“敬
老助老爱老模范人物”颁奖。

10 月 9 日，新
城街街道举办“孝亲
敬老 情浓重阳”主
题活动，现场进行了
“邻里孝亲敬老之
星”表彰、表演了情
景剧《携手同行情暖
空巢》等节目。



“这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大

事，只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尽的

本分。”这是学田社区教育新村

守愿邻里陈志康老爷爷的儿女

常在嘴边说的一句话。陈志康，

今年 85岁，生有一儿三女，儿

子朱竹银 61 岁，小女儿也有

52 岁，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庭。儿女们个个孝顺，左右邻居

都无不羡慕。说这家老人有福，

儿女孝顺。

五年前，陈志康老人患上了

帕金森氏病和抑郁症，这可把儿

女们急坏了，连忙带老人到医院

看病抓药、住院挂水。后来，老人

手脚发颤、走路不便，他们就为

老人家买了轮椅，早晚推着老父

亲到小花园散散心，和邻居交

谈，让老人家心情舒畅。

儿女们常带他们老人们出

去旅游，南通市区的景点游览完

了，就带他们到周边县区去玩，

还带他们去上海，参观东方明

珠、世博会场馆、上海动植物园

等。两年前，儿女们还推着老人

家的轮椅，带他们乘飞机去了北

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

纪念馆、故宫、颐和园，还游览了

八达岭，爬了长城。每到一处都

拍了许多照片留作纪念，儿女们

的孝顺让老俩口非常开心。

今年三月份，陈志康老人

吃饭时一不小心呛到了气管，

当时就出现了呼吸困难，脸色

发白的症状，随即便被家人送

到人民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

肺部感染，需要住院抢救。儿女

们日夜轮流值班，寸步不离地

投入到护理工作中，每天夜里

儿子朱竹银都守在医院里，前

前后后坚持了两个多月。

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和儿

女的悉心照顾，老人家的病情

稳定了一些，但还是不能说话，

浑身僵硬，儿女们向护士学习

了插管，喂食，吸痰，吸氧等技

术，把老父亲接回了家。回家后

给父亲的房间安装了空调和医

疗床，租用了氧气瓶和吸痰器，

插了鼻管进行鼻饲，控制好温

度，每天三次流汁和果汁喂给

老父亲吃。为了让老人远离褥

疮和其他并发症，儿女们排了

一个值班表，每天轮流护理，白

天每隔两个小时，夜里每隔三

个小时要给父亲翻身。早上起

床，儿子朱竹银就开始给父亲

擦身，捶背，按摩，晚上，他就守

在老父亲身边，哪里也不去。老

人家的女儿们每天都会把老人

的衣服拿去换洗，床单被单也

常洗、常晒、勤消毒，确保床上

和老人的身上都是干净的。虽

然陈志康老爷爷不能说话，但

有时还能睁开眼睛，儿女们就

跟老人聊天谈心，来安慰老人，

就这样日复一日，精心护理，回

家后至今已有小半年的时间

了，至今老人身上没有褥疮，肺

部也没有感染。

每当亲朋好友和邻里来看

望老人时，都夸奖老人的儿女

是孝敬老人的模范，但回答的

还是这么一句话：“父母把我们

含辛茹苦地养大，现在照顾他

们是我们应该做的本分，父母

健康才是我们的幸福。”

沈伯华 /文 韩 毅 /摄

儿女个个都敬老
孝顺家庭幸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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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因为爱情，她从东北
沈阳千里迢迢嫁到南通，成
为外来的媳妇；因为孝道，
她精心呵护遭遇车祸几成
植物人的婆婆。她就是崇川
区观音山街道学堂桥社区
的张宁，人称村里“最美媳
妇”。

邂逅爱情 成南通本地媳妇
今年 36岁的张宁，长相清

秀、身材苗条，端庄中不失
妩媚。张宁的老家，在东北
沈阳郊区。张宁的丈夫名叫
周建平，今年 39 岁。年轻
时，周建平参军入伍，在空
军某部任地勤维护人员，驻
地距张宁的家并不远。一个
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周建平 ,
几次交往后，两个人互生好
感并萌生了爱意, 成了一对
让人羡慕的小情侣。

张宁说，爱情是甜密
的，入役 6 年多，周建平退
伍了，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远嫁南通，成了南通媳妇。

婚后，周建平刻苦自
学，考到医药师执照，在一
家药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如
今，他们的宝贝女儿已经 5
岁了。

婆婆遇祸 尽心尽力照料她
婚后的生活是平凡而普

通的，少了花前月下的浪
漫，多了柴米油盐的沉重。

周建平的父母年事已
高。母亲性情比较孤僻，喜欢
捡破烂，归家无定时，公公身
体不好。每天早晚，他还得把
两位老人的饭菜做好，让他
们吃。去年年底，70岁的母
亲张志英在村口突被一辆过
境的小轿车撞倒。事故发生
后，老人当场倒地昏迷不醒，
诊断发现颅脑、股骨、髋骨等
多处骨折，伤势严重。更糟糕
的是，由于脑部神经受损，至
今老人不能醒来。

受伤的老人需人贴身服
伺，不得已，张宁不得不在家
照顾婆婆。老人不能自主进
食，她就将荤素搭配、营养丰
富的食品制成流汁，一天要
喂食五次；一天多次大小便，
她不怕脏累，亲自动手，让老
人身上始终干干净净。为防
生褥疮，张宁还花 2800多元
特地买来气垫床、尿不湿，湿
了就换，晾晒的布垫上清清
爽爽，没有一丝污痕。张宁还

定时为老人翻身，每天早晚
为老人洗脸洗脚擦身。婆婆
的头发不易清洗，张宁自己
动手替她把头发剃掉，又担
心婆婆头部受寒冷疼，就用
一块新毛巾围在头部。婆婆
床上在被褥都是新的，张宁
用两床被子替换着帮她晾
晒。为了照料好婆婆，她通过
自学，掌握了一些基本护理
技能。由于张志英不能自主
呼吸，一直靠气管切开维持
供氧，喉咙里时常壅积着一
些浓痰，这些浓痰如不及时
排出，将随时随地威胁着老
人的生命。于是，她不顾脏，
主动帮婆婆进行人工吸痰，
有时一日数次。为减少吸痰
对老人气管的伤害，吸痰前
她还为老人做雾化。
邻居对这样的好媳妇称

赞不已：“这样的媳妇，真是
打着灯笼也难找啊！”面对众
人夸赞，张宁说：“我也有女
儿，不孝敬老人，何以为人？”

包雷 文/摄 ———————记新市民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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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人们常说：钓鱼如博彩，

需要运气；钓鱼如绣花，需要

技巧；钓鱼如约会，需要等待。

但我说：钓鱼如人生，得失都

有情。

钓鱼是一件很有情趣的

事情，漂浮心动，漂沉心惊，漂

静心宁，置身于其中，真可谓

钓乐无穷……钓鱼的过程，也

是一个希望和失望交替的过

程。一次次抛出去的鱼饵，就

像投出了一个个的希望，但这

“一个个希望”的背后，却常常

是失多得少，事与愿违 --因

为鱼并非全都贪婪，它们不乏

也有“廉者”。 同样是在钓

鱼，但垂钓的目的却因人而

异。有的是在钓中求鱼，有的

是在钓中求乐，但更多的是在

钓中求趣，在钓鱼中收获趣味

横生。

周六中午驾车去军山脚

下垂钓，黄昏归来，收获颇多，

大小鱼儿 20来条。在取出必

备的钓鱼工具，饵料，便去河

岸寻找钓位。那日天气阴沉，

轻风微凉。岸上乱石嶙峋，杂

草丛生，高过人头。河面稍起

涟漪，芦苇荡头，掠过几只野

鸟倩影，不时勾起心中激情。

和上次来时相比，水位上涨了

很多，荒草丛中的小道被水淹

没了，好的位置也不好找，转

身一想，就去原来的地方也蛮

好，便开始准备。鱼饵是传统

的红蚯蚓和事先泡制好的麦

粉。先撒一些麦粉和香料打

窝，接着测试水位，调好口线

和鱼鳔浮动的位置，然后将其

抛出，便静候鱼儿上钩了。头

一个小时没啥动静，稍后白漂

时来试探，吊人胃口，铙有雅

兴。旁边钓友也无好的收获。

下午两三点的样子，终于有一

条鲫鱼上钩了，总算没白守，

鱼不算大，三指宽。随后的十

几分钟毫无动静。

周末，难得的休息时间，

钓友中有打工族，也有老板，

大家都是忙里偷闲，来这里一

赏军山美景，二来放松心情，

但每个人都表现出对生活的

热爱。古人说“醉翁之意不在

酒”，其实钓鱼者的心境界也

是“渔翁之意不在鱼”。

下午四点半的光景，忽然

鱼鳔向上涌了一下，就直往下

沉，我连忙抽起钓竿，顺势倾

斜向身后一提，水中魅影浮出

水面，好家伙，是条鲢鱼！黑幽

幽的身段，妖娆优美的线条，

摆动不已。这鱼不大不小，七、

八两。

深秋了寒风咋起，天色渐

暗，鱼儿也渐渐离去。周围开

始恢复宁静。我仍陶醉在愉悦

中，慢慢地收起渔具，返回了。

水美鱼美的军山河畔，我仿佛

听到了悠悠的渔歌。

汤建军 文

文峰街道中南城社区 岁的陈秀清是易家桥中学的物理老师。从
教 年，当了 年的班主任，可谓“桃李满天下”。 张志陆 摄

月 日，虹西社区举办“重阳金婚情”主题活动，邀请九对金婚夫
妇和两位百岁老人共品重阳糕。 江建华 摄

月 日上午，南园社区举办以“邻里庆重阳 香溢百家宴”为主题
的邻里活动，共同营造温馨和谐的南园大家庭。 许厚本 摄

月 日，虹桥街道青年社区开展“动感夕阳，活力无限”趣味迎重
阳活动。 郁 华 摄

月 日，濠东社区北街邻里举办“浓情九九 感恩孝老”重阳节活
动，向老人们并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陈雪萍 摄

月 日上午，盘香沟社区举行“老少同乐，欢度重阳”为主题的
联欢会。 黄 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