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年长江

镇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现在我

们社区环境干净

整洁，人民安居乐

业，在党的领导

下，我们社区会建

设得越来越好。”

听完“党的二十大

精神”进社区宣讲

课后，如皋市长江

镇永福社区退休

干部何海波有感

而发。

11 月 14 日

下午，永福社区农

家书屋内济济一

堂，社区邀请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

姚呈明为党员们

带来一场别开生

面的理论宣讲课。

姚呈明从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

和历史性成就、新

时代新征程中国

共产党的使命任

务、新时代新征程

的重要部署和战略举措等方面，

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生动

的图片、视频，全面、准确、详实解

读了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

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

略、重大举措。

长江镇新业态从业人员代

表、网络主播屈芝邑边听宣讲边

认真记笔记，她说：“党的二十大

精神催人奋进，鼓舞人心。作为新

时代的新青年，我们应该有理想、

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屈芝邑

透露，今后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

直播绘画创作展示中国繁荣富强

的伟大成就，引导更多的少年儿

童厚植爱党、爱国的情怀。

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龚建坤

表示，今后社区将凝聚党建力量，

真抓实干、创新巧干，践行“永铭

宗旨，福泽百姓”的“永福社区精

神”，谱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连日来，长江镇充分利用全

镇的农家书屋，迅速兴起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小

书屋发挥大作用，新思想引领新

征程。长江镇将不断丰富农家书

屋内涵，通过组织开展移风易俗、

人居环境整治等多主题的宣讲活

动形式促进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

落地生根。 钱春妮

如
皋
市
长
江
镇

农
家
书
屋
听
宣
讲
﹃
精
神
食
粮
﹄
更
丰
盈

如皋最新闻

特约编辑：丁左君 鲍晓明
钱春妮 王 琦

邮箱：xmwbsqbxrg@163.com

七进七出闯火场 舍己为人“好邻居”
11月 16日晚 19点左右，如皋

市如城街道秀水路一商铺突发火情，

现场浓烟滚滚，火势很大，住在隔壁

的理发店店主石涛迅速从店里拿起

灭火器先后七进七出火场灭火帮助

抢救物资，为消防员的到来赢得了时

间。并疑因吸入一氧化碳而晕倒。

如皋市公安局锦绣派出所民警

李百战告诉记者，在接到警情后他立

刻和值班辅警赶赴现场协助消防队

员做好现场管制。“期间只见石涛一

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开始还以为是

店铺里的员工，直到后来突然倒在我

身后才得知他是隔壁理发店的老板，

当时他由于体力透支，呼吸不畅晕倒

在地上，我们在现场做了简单的急救

后将他到医院，目前已无大碍。”

当记者问及救援过程时石涛

说：“我只想着赶紧去灭火，邻铺那

家塑料制品和酒水非常多，火势如

果不及时控制住，后果将不堪设

想。”“当时在现场有一名男孩在外

面帮我接灭火器，要不是他协助我，

火情也不能有效控制。”据了解，目

前，众人正在寻找这名热心的男孩。

石涛的爱人李女士对于他面对

火情挺身而出的行为并不意外，“今

年 9 月 7 日在店面房前面的外城

河曾有人跌落河中，也是他第一个

跳下去救人的。”她表示，“在日常生

活中，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热爱生

活，充满正义感的人”。

据了解，石涛今年 33 岁，贵州

人，来如皋创业已有 7个年头，目前

经营着一家理发店。“如皋是一座历

史悠久的美丽城市，也是我的第二

故乡，对于此次救火行为，我只是做

了一件很小事。”石涛说，“如果再遇

到这种情况，我依然会毫不犹豫的

挺身而出”。 殷玥 丁左君

如皋市龙游湖外国语学校开展金秋游学活动
为探寻皋城之韵，感悟匠心力

量，近日，如皋市龙游湖外国语学校

初、高中部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

工作的前提下，组织开展了以“我们

的力量”为主题的 2022 年金秋游

学活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活动中，同学们怀着激动的心

情来到南通锻压厂，带着安全帽，有

序列队进入车间参观。工作人员结

合力、压强、控制电路、简单机械、物

态变化等物理知识，向同学们介绍

了液压、锻造等相关知识，使同学们

了解机床零件、工业产品加工制造

的过程。走出课堂学知识，深入工厂

用知识，同学们通过在车间观现场、

听介绍、提问题和与企业高精尖端

人才的对话，增强了认真专注、安全

生产的责任意识，感悟了技术人才

的专业情怀和工匠精神，理解了当

前学习文化知识的意义所在。锻压

厂的研学之旅通过寓教于乐，激发

了同学们为梦想而拼搏的斗志、增

强了同学们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

心、点燃了同学们追求未来人生梦

想的激情。

在露营活动现场，学子们三五

成群，在草地上拥簇着、嬉闹着，欢

声笑语，挣脱束缚，放飞自我。同学

们在体验了“穿越电网”“一圈到底”

等各类游乐项目后，纷纷表明感受

到了集体的力量以及团队协作的重

要性。不仅如此，更有草坪音乐会等

丰富多样的内容为露营活动增添了

不少趣味。你听，同学们或高昂或深

沉、或热情或婉转的曲调，无不散发

着青春的热烈奔放。

品尝完学校准备的美味自助餐

和师生亲手烹调的佳肴，同学们迈着

愉快的步伐，走进了“华夏电影展示

馆”。在现代电影技术互动体验区，同

学们能亲身操作体验电影绿幕制作、

环幕电影、裸眼 3D、3D电影和 VR

电影等。在电影配音体验馆内，同学

们可以亲自给电影配音。展馆内陈列

着从电影诞生到

数字电影时代各

个年代的电影放

映机、海报、剧照、

文献资料等珍贵

藏品，向同学们

展现了电影工业

的发展历史。在

讲解员的带领

下，同学们观摩

影视作品的拍摄

创作流程，近距

离感受胶片电影

这门视觉和听觉的传统艺术，领略

世界电影史的厚重感，了解中国电

影的发展历程，感受电影作为梦幻

工场的动人艺术魅力。

国际高中部的学生以最新成立

的 house 分组，按学科在江苏创合

橡塑有限公司进行参观学习。学生

们深入生产一线，在企业技术人员

的带领下，在生产车间参观、调研、

实验，就学科内涉及到的多项橡胶

应用知识和原理与企业技术人员进

行深入的交流调研。本次活动给同

学们提供了丰富且有价值的研学参

考以及课本以外的知识，活动结束

后，学生将会在学科和升学指导老

师指导下，根据现场调研数据和实

验，完成活动调研报告。

在中国江南园林建筑的孤本代

表———水绘园里，同学们和初冬的

如皋景色来了场美丽的约会。水绘

园以水为贵，倒影为佳，茂林修竹，

假山叠石，风景实在秀丽。在这里，

学生不仅能欣赏美景、放松自我，还

能提高自我的审美能力，积淀自我

的文化素养。

在课堂上，书本是孩子的世界，

走出去，世界是孩子的书本。研学之

旅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游玩与参观，

而是行走的课堂。通过此次实践活

动，学生们在研学中获取知识，在研

学中感悟人生，在研学中悄然成长。

李刚

“以前我要坐公交车到如皋市

行政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办理业务，

现在只需步行几分钟，在家门口就

能办理，真是太方便了。”近日，来到

吴窑镇为民服务中心办理医保业务

的居民王贵霞赞不绝口。

为全力优化便民服务建设，进

一步提升群众的满意度，今年 8 月

份，吴窑镇改造提升了为民服务中

心，通过硬件升级以及高标准全方

位的服务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目前，该中心已投入使用。

走进吴窑镇为民服务中心，宽

敞明亮的崭新大厅里，医保、社保、

行政审批、一折通等业务办理柜台

一字排开，居民们有序地坐在休息

等候区等待叫号。身着红马甲的志

愿者们穿梭于前台、大厅、窗口之

间。“我们大厅设置了引导咨询、自

助服务、自动排队叫号、柜台受理、

等候休息区、多媒体服务区等 6 大

功能区，还配备了志愿者服务站点、

母婴室等，为市民提供便利。”吴窑

镇为民服务中心主任石启承说道，

志愿服务站点能为群众提供爱心饮

水、爱心雨伞、应急药箱、爱心轮椅

等志愿服务，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

急。

为了让为民服务中心更加“规

范、便捷、公开、贴心”，中心制定了

便民服务中心“高细化”服务制度，

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服务承

诺制、限时办结制、信息公开制、责

任追究制。同时还通过印发镇便民

服务手册、各窗口办事指南加强宣

传，全面提升中心的服务能力和工

作效率。

在各个办理柜台中，“综合服务

窗口”引人注目。“以前我办理业务

的时候要跑好几个部门问办事所需

的材料，现在这里的工作人员直接

帮忙联系各部门，然后告诉我所需

的材料和办事流程，我只需跑一趟

事情就能办完。”在综合服务窗口咨

询完的丁女士竖起大拇指。石启承

介绍说，中心深入推进“一窗受理”

改革，当办事群众到受理窗口提出

业务咨询时，该窗口工作人员就会

主动提供一次性告知服务，减少群

众的中间办事环节和办事次数，做

到“只进一扇门、就跑一个窗、办成

全部事”。

在吴窑镇为民服务中心大厅的

电子屏幕上，“人民选我当代表 我

当代表为人民”的大字十分醒目。该

中心设立了人大代表联系点，每月

10日是“两代表一委员”接待日，人

大代表们了解民生、听取民意，收集

老百姓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

为百姓们排忧解难。

“为民服务中心是联系民生最

紧密，服务群众最直接的地方。”石

启承表示，接下来，吴窑镇为民服务

中心将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优化

服务举措，真正让服务从“窗口”走

进群众“心口”，提高群众办事的获

得感满意度。 钱春妮

如皋市吴窑镇：便民服务“再提速”“吴优”无虑更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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