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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博园之秋

2016 年 10 月 24 日，南通市园艺博览园 10
万株向日葵进入盛花期，金色的花海吸引了众
多游客赏花、留影。

许丛军 摄

根据选举法、省选举实施
细则以及崇川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区人大换届选举问题的
决定，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底前，我区将进行人大换
届选举，我区新一届人大代表
的选举日为 2016 年 12 月 12
日。全区（含南通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选民登记工作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开始,到 2016 年
11 月 17 日截止。

为了做好选民登记工作，
保障选民的政治权利，凡属于
崇川区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户口的年满 18 周岁（1998
年 12 月 12 日前出生）的本地
选民，应于选民登记截止时间
之前，主动持居民身份证或户
口簿到户口所在地选区的选
民登记站（社区居委会或工作
单位）进行选民登记和核对。
每位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进
行登记，防止出现重登、漏登
和错登现象。外出选民在选民
登记期间，应主动回选区进行
登记，请家庭成员和亲友帮助
联系和通知，也可以委托进行
登记。凡不属于本区户口的外
来人员，应当回户口所在地或

原工作地的选区进行选民登
记和参加选举；如本人要求在
崇川区或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现居住地或工作地进行
选民登记和参加选举的，应按
照有关规定，并持原户口所在
地或原工作地的选民资格证
明，在选民登记截止时间前主
动到本区的现居住地或现工
作地选区的选民登记站进行
选民登记。外来人员参加本区
选民登记的，不作为迁移户口
和享受其他待遇的依据。

各机关、组织等应主动配
合选举机构做好选民登记工
作。如果本单位的人员未能参
加选民登记的，应主动、及时
地与街道选举机构取得联系，
以保证本单位的人员依法参
加选民登记。

各选区所设选民登记站
的具体地点，由崇川区各街道
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南通经济
技术开发区选举工作领导小
组公布。

特此公告。

南通市崇川区选举委员会
2016 年 10 月 23 日

南通市崇川区
选举委员会公告

区政协召开常委会议
协商讨论我区文化产业发展

日前，区政协召开八届二
十九次常委会议，协商讨论《进
一步发挥区位优势做大做强文
化产业的建议案》。区政协主席
俞汉林，副主席李红霞、金吉
林、陈爱国、吴佳培、王学平，秘
书长陈汉坤出席会议，副区长
杨春红应邀参加会议。

近年来，我区文化产业发
展取得了新的突破，文化产业
逐渐成为我区转型发展的新热
点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呈现
出逐年加快发展的态势，产业
总体实力不断增强，优势项目

发展势头良好，产业规模集约
化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对照先
进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我
区主城区的地位尚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为此，7 月份以来，区政
协将我区文化发展列为今年的
常委会议题，组成专题调研小
组，深入现场调研，多方听取意
见，并赴文化产业先进地考察
学习，在此基础上对加快我区
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相关对策
和建议。

会议协商讨论了推进我区
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各与会

委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与建
议。副区长杨春红代表区委区
政府要求职能部门要理清思
路、整合资源、凝聚文化产业发
展的合力。要体现特色、培育地
方文化产业品牌，要加强文化
产业促进机制的建设，充分发
挥区位优势，将做大做强文化
产业的工作落到实处。

区政协主席俞汉林最后讲
话，他从进一步深化认识、高点
定位、精准发力、齐抓共管等四
个方面促进我区文化产业繁荣
提出意见。

我区深入推进“四位一体”基层治理工作
综 合

10 月 25 日下午，我区召开
“提升社区邻里基层治理‘四位
一体’作用与实效”现场推进会，
区委副书记江建春出席会议并
讲话，肯定了钟秀街道“四位一
体”基层治理建设成绩，并就下
一步工作做了动员和要求。会议
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
长田桦主持。

江建春强调，持续推进法治
为纲、德治为魂、服务为本、自治
为基的“四位一体”的基层治理
体系建设是我区的一项中心工
作。他指出，全区面上“四位一
体”工作推进还存在欠重视、不

平衡、有偏差等问题。推进基层
治理“四位一体”，重点是下沉服
务力量、注重法治引导、实化志
愿服务、树起好人新风。

江建春要求，下一步要加
快推进，继续推行典型引路等
有力措施，确保整体推进；还要
条块联动，做到区街无缝衔接，
部门协同共促。同时，他要求基
层在推进“四位一体”建设中，
党的引领不能丢，要进一步加
强党的阵地建设，发挥党的引
领作用。

田桦要求，要认真学习和
领会会议精神，深化对“四位一

体”基层治理体系的认识。要
“快复制”，学习虹桥和钟秀街
道好的经验和做法；要“接地
气”，以实效为出发点，满足社
会和人民的切实需求；要“创特
色”，结合自身实际，提升软硬
件水平，创造出自己的特色和
亮点。

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钟秀
街道综合执法局、城北村社区
城北家园、百花村社区、百花村
社区毓秀家园等四个点位。会
上，观音山新城、各街道以及区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了交流
发言。

市人大调研我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10 月 26 日上午，市人大
副主任施建中一行到我区调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调研组先后到任港街道文化站
和文峰街道城南社区实地了解
我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
作开展情况。

在任港街道文化站，调研
组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文化站
书画室、舞蹈室等公共文化服
务区域，对街道常态化开展系
列品牌文化活动表示赞扬。在
城南社区少年宫和公共服务
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了社区
和校外教育机构实行的互助
帮学方式，对城南社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果表示充
分肯定。

施建中表示，崇川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结合区情
实际，工作有特色、有亮点。他
要求，要发挥公共文化资源优
势，搞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要整合力量，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要开拓创新，探索公
共文化服务新途径，满足多层
次的群众文化需求。

区人大副主任顾建华、区
政府党组成员陈雨林、区人大
文史工委主任庄向星、区文新
局副局长蔡敏、相关街道负责
人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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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护学 风雨无阻的守护
2011 年 8 月 30 日，南通市城中小学开始建成投

入使用，为了维护现场秩序、防止濠东路的拥堵，南园
社区 18、19 号大院及周边小区的党员群众志愿者组
织了一支四十多人的平安护学岗队伍，为孩子们构筑
起牢固的交通安全屏障。每天上学放学时段，无论刮
风下雨、酷暑骄阳，护学岗成员的身影从未间断。每
天，值班志愿者从琐碎的家务劳动中抽出时间，提前
赶到校门前，配合交巡警规范好接送学生的车辆，劝
导家长们在人行道上有序等候，不要拥挤。她们认真
接送着每一个上学放学的孩子，帮孩子们背书包、雨
天撑伞，带领孩子们过马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
同样的事情，从不厌烦，面对孩子们天真的笑容、家长
们感激的目光，大家倍感欣慰。“平安护学岗”定职上
岗的党员志愿者们轮班进行小区及城中小学周边的
治安巡访，风雨无阻，受到学校、社区居民的一致好
评,被孩子和家长们亲切的称为“护学奶奶”。她们的
事迹得到了省公安厅等省、市相关部门的高度肯定，

“护学奶奶”群体也获“南通市第 36 次文明新风典
型”、“省交通文明人”及“中国好人”的称号。

全市首创 文明送考一条街
南园路的市三中为历年中、高考考点，为了给广

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迎考环境，在社区居委会的组织
下，南园 18 号大院的居民，联合南园路段的其他邻
里、街坊商户一同首创了“南园路文明送考一条街”活
动。连续三年有 50 家商店和 30 位志愿者参加了这项
活动。他们劝导南园路段行人遵守交通法规，践行交
通文明，不制造交通障碍，为考生赶考提供安全、畅通
的交通环境。劝导沿街商户和业主自觉暂停门面和住
宅装潢，控制噪音，不在附近高声喧哗，不燃放爆竹烟
花，保持环境安静，关心考生和送考家长，为遇到有困
难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提供帮助，如提供免费茶水、开
放内部卫生设施、为送考家长提供休息场所、为考生
及家长做好心理疏导服务等。

在这支护考送考队伍中有 20 多位退休老人，其
中年龄最大的近八十岁。2016 年，中高考前夕，社区
和邻里专题研究了第三届“高考护学一条街”工作。他
们在前两届文明送考的基础上，提出送考“三安”原
则，即安静、安心、安全，从而保证了今年高考的顺利
进行。

沈海英 文/摄

季永健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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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易稿 编制服务指南
在客运东站志愿者服务台，一张精心制作的“咨

询服务指南”吸引了笔者，上面清楚地标注了从客运
东站通向市区四面八方的途径和公交车换乘地点。其
制作者、86 岁的志愿者韩德荣介绍，志愿队成立初
期，队员们发现前来咨询换乘公交车的旅客占 2/3 以
上，他们下车后大多急切地想了解从客运东站出发至
目的地的公交车乘车路线、班次、换乘地点等信息。一
个制作“咨询服务指南”的想法便在韩德荣脑中油然
而生。

一年来，韩老走遍了客运东站周边所有的公交车
站台，仔细地记录下行车路线，还多次亲自乘坐公交
车，对客流量较大的公交站点以及一些需要换乘才能
到达的站点进行统计和梳理，规划好乘车路线，几经
易稿，这才完成了这张《咨询服务指南》的制作。指南
标识了四大类别 66 个点位的公交线路，为志愿者服
务旅客提供了极大的便捷。

细心周到 提供硬币兑换
志愿者每天到客运东站服务岗服务时，都要带上

50 至 100 个一元的硬币，方便旅客兑换，这已成为志
愿服务队的特色。

志愿者周汉林介绍，由于客运东站附近银行网点
稀少，给需要兑换硬币乘坐公交车的旅客带来不便。
看到旅客焦急的样子，志愿者们决定自带硬币为旅客
提供兑换硬币的服务。一天，一位来自浙江的旅客，身
上没带现金，还急着赶路，本想用银行卡在自动取款
机上取现，慌乱中又找不到银行网点，她匆忙之下向
志愿服务队求助，志愿者二话不说，主动掏出了 5 枚
硬币，解决了她乘坐公交购票无硬币的难题。这样的
精准服务特别受到旅客的欢迎。到目前为止，志愿服
务队已为旅客兑换一元硬币 2068 次，共计 12818 元。

责任担当 服务风雨无阻
志愿服务队成立一年来，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

严寒，坚持每天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提供志愿服务。
一个暴雨如注的早晨，50 年党龄的张茂斌不顾

家人的劝阻，冒雨赶到南通客运东站志愿服务，等他
赶到车站，没想到 86 岁的韩德荣已经在忙活了。不顾
身上的雨水，二老立刻投入工作中，为旅客排忧解难，
当天，他们接待了 140 多位旅客的咨询。张茂斌说：

“越是天不好，下雨，来问路、寻求帮助的乘客越多。”
有一次，韩德荣在客运东站发现了一位左顾右盼

的老人，与她沟通后得知老人家今年已 90 岁，记忆力
不好，在返回自己家的途中上错公交，几经周转到了
汽车东站，找不到回家的路。耐心询问下，老人慢慢想
起自己儿女的姓名。韩德荣立即联系警察找到她家人
的联系方式，迅速与其女儿取得了联系。“家里人特别
着急，幸好有你们这些好人，真是太感谢了！”老人的
女儿激动地说。

爱心接力 温情感染他人
老党员率先垂范，榜样的力量激发了越来越多的

老党员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来。73 岁的老党员
秦保通去年第一个报名加入了志愿服务队。省劳模阚
桂兰不仅自己坚持到岗服务，还带着上大学的孙女一
起参加。一年来，张茂德、周汉林、张锦才、葛琳、朱玉
英……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老党员走进客运东站，为
旅客们提供热情、负责、周到的服务。他们的平均年龄
已有 67 岁，党龄最长的已有 51 年；曾经，他们都是工
作岗位上的骨干、标兵，如今，他们依然不忘初心，在
志愿服务的路上挥洒汗水、发挥余热。

今年，观音山新城党工委组织机关、社区入党积
极分子到南通客运东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向老党员
看齐，一大批年轻志愿者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

在南通客运东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穿
黄色马夹，佩戴志愿者红袖套，为来自四面八方
的旅客提供咨询、兑换硬币等服务，在城市窗口
展示文明南通的良好形象。他们就是观音山新
城山港桥社区“红旗飘飘志愿服务队”。

交通安全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孩子，每天跟
着孩子们一起上学放学的，除了老师，还有一批
人，那就是护学岗的志愿者。在濠东路城中小学
的门口，每到上学、放学，有一批在路边维护秩
序的老人特别显眼，他们是来自南园社区身着
红背心的志愿者，被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亲切
地称为“护学奶奶”。

2016年 10月 2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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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顺民 周 知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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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许胜？”凭着女人本能的
细心，看着对方胸前挂满的勋章中
有一枚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统帅金日成颁发的三级国
旗勋章 （向志愿军连以上干部颁
发），白如燕牵着老伴邹平凯，试探
性地问道。

“对呀！我是许胜，你们两位好
像在哪儿见过？”许胜一时记不起
来了。白如燕大声地自我介绍：“我
叫白如燕，他是我的老伴邹平凯。”

许胜想起来了，他激动地说：
“好家伙，朝鲜战场一别 64 年没有
照过面了。”说完，三位老兵相拥在
一起，沧桑中有惊喜，大家曾经的
战斗情谊又一次涌上心头。

这三位老人是在今年南通市
新四军研究会、爱国拥军基金举行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1 周
年慰问活动上首次见面的。在解放
战争期间，他们就在解放军九兵团
一起工作战斗了，当时，许胜在抗
大九分校学习，邹平凯在浙东抗日
游击队，白如燕则在济南从事抗日
救亡运动。1950 年 10 月，他们随志
愿军赴朝作战，都在志愿军九兵团

司令部工作。许胜是志愿军副司令
员、也是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秘
书，邹平凯、白如燕俩人都在司令部
通讯处工作。当时邹平凯、许胜已
是营级干部，白如燕是排级干部。
入朝后，他们就赶上了著名的长津
湖战役。这次战斗从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4 日，历经 28 个昼夜，这是
他们经历的战况最激烈、损失最惨
重的一仗。

美军飞机经常向公路两侧的山
头、山坡等处不断地、来回地进行狂
轰乱炸，山上大火熊熊、弹片横飞、
石头崩裂，潜伏在公路两侧的我军
战士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
们仍咬紧牙关坚持，不暴露不吭声，
有的战士宁肯被活活烧死、痛死也
不暴露目标，坚持等待着反攻时间
的到来。

1952 年 12 月，志愿军九兵团
奉调回国。许胜担任大连海军指挥
学校训练部学术研究科科长和训练
部副部长等职，1978 年由海军转业
到南通纺织专科学校担任副校长。
回国后的邹平凯奉命到江苏省军区
通讯处工作，白如燕则来到华东军

区通讯处报到。1956 年邹平凯、白
如燕结为夫妻。后邹平凯转业至南
通商业局，担任党委书记；白如燕则
转业电讯部门工作。如今，他们都是
四世同堂，晚年生活幸福美满。

离休后，许胜一直忙于撰写革
命回忆录。《武功文事彪青史———缅
怀宋时轮将军》《虎将宋时轮》《一代
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缅怀覃
健将军》《壮族中将覃健》等纪念文
稿，还撰写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年》和本人传略等 20
多篇回忆录。白如燕离休后，一直坚
持在市老年大学搞电脑图像设计，
还是江苏省和南通市老年摄影家协
会的会员。历经战争的创伤，邹平凯
落下了不少伤病，但他一直很乐观，
坚持康复训练，很有成效。

从青春年华到耄耋老人，他们
之间有说不完的话，这次相聚最大
的收获就是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老战
友，看到老战友一切都好，回忆起曾
经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岁月，老人们
心潮澎湃，十分难忘。岁月流逝，但
珍贵的情谊不会消失，在未来闪烁
着熠熠的光芒，和信仰一样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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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月 日，桃坞社区“红旗扬”公益服务社携手南通开放大学开展“学长征精神 做红
色传人”主题教育活动。 王子雪 摄

月 日，新西社区组织辖区退休人员、新市民及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徒步健康走”
主题活动，呼吁大家关注骨骼健康，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尤 炼 摄

月 日，新城桥街道志愿者们加紧制作环保时装，为赴北京参加亲子环保时装秀
做准备。 许丛军 摄

月 日下午，新桥北村社区工会组织职工志愿者在慈爱福利院为百岁老太太朱明
举行了一个温馨而隆重的生日庆典。 朱子培 摄

月 日下午，钟秀街道志愿者们与钟秀小学 多名外来打工人员子女一起参观
“中华慈善博物馆”，开展了“社会爸妈的亲子阅读”课堂活动。 李建娟 摄

盂

榆
虞

淤

于

下期话题：网络送餐逐步进入大
家的视野，如何做到“选得安
心”、“吃得放心”？

1、发送留言至崇川在线微信公
众平台；

2、发送邮件至 ntcczx@163.com

话题背景：
文明交通是文明城市的重

要内容之一，进一步巩固文明
城市创建成果，创建文明的交
通环境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季银萍（社区干部）：建议
在主要干道及新村、单位出入
口设置一些抓拍系统，也可以
通过一些类似“随手拍 ”等
公众软件及微信号，对交通不
文明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在非
主、次干道的路口监督工作交
由综合行政执法（城市管理）部
门来进行。在做好宣传监督工
作的同时也可以注入一些人性
化管理方式，比如头一次可友
情告知，记录在案，屡教不改者
可以网上曝光，甚至依法处置。

子牙（微信网友）：提倡从自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合理选择
出行方式，坚持多步行，多骑自
行车，多乘公交车；开展“文明

交通，绿色出行”活动，选择合
理出行方式，坚持每周少开一
天车。打造交通文明，也离不开
必要的物质投入，特别是交通
管理设施投入，建议政府可以
加大一些硬件的投入推进工
作。

祺殿天下（微信网友）：交警
大队的整治也好，处罚也罢，只
是一种尽可能的维护交通安全
的方式，而不是最终手段。文明
交通的维护任重而道远，这需
要我们一起努力，号召更多的
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交通志愿
服务活动中来，加强监督包括
自我监督，让我们的出行更文
明、交通更安全、道路更畅通。

特邀评论员：肖潇
今年 月，首张“车不让人

罚”车不让人罚单已开出，“礼
让行人”处罚也已明晰，但斑马
线上不礼让行人的现象却时有
发生。明明写进了法规中，违法
执行为何还那么难？真正落实
文明交通，需要多方联手。

从电子眼加人工执法双保
障，以及罚 扣 分的惩处力
度都可以看到推行“礼让行人”
的决心，但在加大违法成本的
基础上，还应加上道德的约束，
法律法规是判定合法与违法的
标准，道德则是划分是非善恶
的尺度。

道德尺度也要从两方面来
约束。一方面，无论从法律法规

来讲，还是从珍爱生命角度来说，
机动车司机都应在斑马线前减速
慢行；另一方面“中国式过马路”
无疑也加大了“不礼让行人”发生
的可能性。

行人与车辆都有争取时间的
需求，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文明
驾驶和守法的意识也就越来越重
要。同时，也要注意“礼让行人”不
仅是司机单方的责任，行人也要
做到“红灯停，绿灯行”。

话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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