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6 日上午，在

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即将

到来之际，如皋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迎接了一群特别

的小朋友———如皋小记者

团。交警叔叔邀请小记者

们参加交通安全教育活

动，带他们参观、学习、零

距离体验交警工作，进一

提高了小记者们的交通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铁骑队员骑着帅气的

摩托车出现在小记者们的

面前，“哇！好帅呀！”小记者

们齐声惊叹。他们身穿漂亮

的骑行服装，身姿挺拔，上

车、下车动作干脆利落，飒

爽的英姿展现出如皋公安

队伍的良好形象。铁骑队员

们耐心地给小记者讲解他

们的日常工作和训练，听完

之后，小记者不禁感慨铁骑

队员的摩托车驾驶训练真

严酷，纷纷对他们表达了敬

佩之情。在试乘体验环节

中，小记者提了许多问题，

铁骑队员耐心地给他们进

行了解答。

活动中，小记者们先后

来到了车管所办事大厅、交

通案件政法一体化办案中

心、指挥调度中心，观看了

交通安全宣传视频。

“好大的一块屏幕啊！”在指

挥调度中心里，小记者们看着眼

前场景，发出一阵阵感叹。据工作

人员介绍，这里是全市道路交通

指挥系统的“最强大脑”，通过视频

巡查，工作人员们能够及时发现拥

堵路段、事故警情等，可以第一时

间调度警力及时处置，以最足的准

备、最快的反应出警，切实保障城

市路畅人安。小记者们大开眼界，

纷纷感慨道：“太先进了。”

在交流活动中，充满好奇心的

小记者们争先恐后地举手向警察

叔叔阿姨提问，警察叔叔阿姨也一

一向小记者们作了耐心解答。

这次警营开放日活动中，小

记者们“面对面”感受了交警生

活，“零距离”接触了交警工作，了

解了一些必要的道路交通安全知

识。他们纷纷表示，自己不仅要自

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更要

做好小小交通安全宣传员，为保

障如皋道路安全贡献自己的力

量。 王超 殷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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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陈伟发起成立爱心公益基金

11 月 21日，如皋市文明办举

行“诚致伟”爱心公益基金成立仪

式，由“中国好人”、信义小伙陈伟发

起的慈善冠名基金———“诚致伟”爱

心公益基金宣告成立。如皋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高峰和如皋市慈善

基金会理事长石耀参加成立仪式并

讲话。

陈伟，男，1989 年生，如皋市吴

窑镇陈家村村民。2019 年 4月，他

揣创业梦想，来到南京市栖霞区开

了一家水果店，因价格亲民，生意渐

渐红火。水果店有了固定顾客群体，

他便引入会员模式，累计吸引 500

多名顾客成为会员。然而，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原本热闹的门

店逐渐冷清，2021 年 4月不得不关

掉了苦心经营两年的小店。但他认

为自己辜负了客户，当时没有立刻

离开南京，仔细算了一笔账，客户充

值的预付款还有 15 万多元没有消

费，而他所有的钱加在一起，仅有 6

万多元。他联系了一部分顾客，将手

上的 6万多元全部退掉，并请他们

转告其他顾客，自己即将回老家如

皋，所欠钱款肯定不会赖，并在店铺

门口贴上告示，留下自己的手机号

码和在如皋吴窑的老家地址，确保

顾客能找得到人。回到如皋后，他

“恪守信义”，为了多赚钱、快还钱，

一口气找了 3 份工作，终于用 9 个

多月的时间，攒了 8万多元，把之前

在南京开店时欠下的会员卡充值费

全部还清。他的暖心故事受到广泛

关注，他也因此被评为 2022 年第

二季度“中国好人”。

沉甸甸的荣誉，激起了陈伟心

中沉甸甸的责任。为进一步汇聚社

会力量、放大好人效应，在市文明办

和市慈善基金会的共同监督指导

下，陈伟牵头注册成立了“诚致伟”

爱心公益基金，“诚”即诚实守信，也

蕴含了对捐助企业和个人以诚待

人、重信守诺的殷切期盼。该项基金

的起始基金为 15 万元，基金来源

为有关单位、组织给予他的褒奖资

金以及爱心单位、爱心人士的捐资，

今后可逐年补充捐赠，补充捐赠款

计入“诚致伟基金”专户。基金主要

用于资助困难学生、困难群众及其

他社会公益事业。目前，“诚致伟”爱

心公益基金已得到梦百合家居、嘉

泽园林、中蚕科技等 6 家爱心企业

的大力支持。

高峰在讲话时说，“诚致伟”爱

心公益基金是道德典型弘扬好人文

化、履行社会责任的一次生动实践。

就如何切实发挥爱心公益基金作

用，他要求，要强化宣传发动，吸引

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参与进

来，为爱心公益基金注入更多源头

活水，营造“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浓

厚氛围；要充分发挥道德典型榜样

作用和示范效应，将爱心公益基金

打造成弘扬好人文化的重要抓手、

凝聚爱心力量的重要平台、服务民

生事业的重要力量；要全方位宣传

表彰好人、高规格礼遇关爱好人、多

维度培育选树好人，高标准建设“好

人馆”“好人工作室”“好人长廊”等

活动阵地，引导道德典型主动融入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积极投身志

愿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引领全社

会向上向善，形成“人人学好人、人

人做好人、人人讲奉献”的生动局

面。 王俊 吴光明

华堂异彩披锦绣，良辰美景奏

笙歌。11月 26日，“情定搬经携爱

同行”集体婚礼在如皋市搬经长寿

文化园举行，在现场领导、嘉宾、亲

人的见证下，8对新人喜结良缘。

“大力倡导喜事新办、婚事简办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大内容，也是搬经镇深入推进移风

易俗的一次重大举措，对树立科学、

文明、健康的良好社会风尚具有重

大意义。”搬经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妍为活动致辞，她说，举行此次集

体婚礼，不仅展示了搬经青年继承

优良传统、引领时代风尚的进取精

神，也是搬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更是搬经人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

见证。

搬经镇张怀民、陆淑华夫妇今

年金婚，50 年来他们相知相伴、相

濡以沫，活动现场张怀民为新人证

婚：“新婚新起点，喜事喜开端。新人

朋友们，你们经过相识、相知、相爱，

直至成为夫妻，接下来还将携手共

度一生。”

伴随着喜庆欢快的音乐，新人

们先后行了盥洗登堂、同牢合卺、结

发之礼、互赠信物等传统仪式，许下

了中国传统式爱情的承诺，结成百

年之好。

“现在的西式婚礼司空见惯，当

我看到搬经镇将举行中式集体婚

礼，立马就报名了，我想感受一下中

国的传统文化。”新人范雪铭兴奋地

说道。

新人段松云、杨显容夫妇表示：

“这场婚礼简约不简单，简办不减

爱，这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

忆。”杨显容是搬经镇林上村的村干

部，她表示，将以实际行动告别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等婚俗陋习，争做婚

俗新风的积极倡导者、主动传播者

和自觉实践者。

与此同时，“情定搬经 携爱同

行”联谊活动也如火如荼展开，现场

彩球摇曳，气氛温馨，来自消防、银

行、教师等行业的 30 多名单身青

年代表共同参加了联谊会。活动通

过击鼓传花、气球叼纸杯、抢椅子等

丰富多彩的互动游戏，大家相互熟

悉、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最终有 3

对男女在深入了解后互留联系方

式。

近年来，搬经镇始终顺应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着力创新

打造婚俗改革新高地。接下来，搬经

镇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

思路，为市民提供形式更加新颖、内

涵更加丰富的新时代婚礼，推动移

风易俗，弘扬良好家风。

钱春妮

如皋市搬经镇举行“情定搬经携爱同行”集体婚礼

12 月 1日下午，在第十一个全

国交通安全日和第九个国家宪法日

来临之际，如皋市安定小学组织开

展了“与法同行”法治宣讲教育系列

活动。

学校聘请如城交警中队指导员

邓程，如城街道政法和社会管理局局

长冒连锋，如皋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副主任袁海花担任学校法治副校长，

该校校长黄年忠为 3位法治副校长

颁发了聘书。活动中，法治副校长围

绕“国家宪法日”“全国交通安全日”

对学生进行法治专题宣讲教育。

袁海花为孩子们作了题为《树立

宪法信仰宏扬法治精神》的法治专

题讲座，重点讲述了与孩子们生活

比较贴近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她列举了多个生活小故事及案

例，同学们在生动的故事情境中学

习宪法知识，更深入透彻地了解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如城交警中队侯星星警官为同

学们作了《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的交

通安全讲座，提醒学生要牢记交规，

安全文明出行。带领同学们认识常

见的交通标识牌，在一轮又一轮的

趣味抢答活动中，学生了解并记住

了很多交通标识。活动课堂还由室

内走向室外，交警叔叔别出心裁，精

心设计了交通安全“跳跳棋”，通过

“玩一玩”“跳一跳”“走一走”“读一

读”等活动，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在

有趣好玩的游戏中，既掌握了交通

安全法规常识，又懂得了“遵守交

通，文明出行”的意义。

活动结束时，交警叔叔给每个

学生发放了一份《交通安全日致家

长的一封信》，引导学生将学习到的

安全知识带回家，影响和带动身边

的家人，积极宣传交通安全知识，从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真正做到文明

交通，文明出行。 杨志翔 谢肖艳

与法同行安定致远
如皋市安定小学开展法治宣讲系列教育活动

2022年12月1日是第三十五个

“世界艾滋病日”，为增强社区居民的

防艾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如皋市如

城街道迎新社区博爱家园社开展了以

“共抗艾滋共享健康”的防艾宣传活动。

活动开始，通过观看“艾滋病”相

关情况的小视频，介绍了“艾滋病”的

传播途径以及特点，让居民认识艾滋

病、了解艾滋病，并掌握一定的艾滋

病防治基本知识，正确引导群众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防止发生二代传

播；让大家学会了正确的保护措施。

“共抗艾滋共享健康”，开展此活动

旨在向居民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让全

民参与到防艾活动当中。

通过此次宣传，使迎新社区居民

更加了解预防艾滋病方面的知识，消

除对艾滋病的恐惧以及对艾滋病患

者的偏见，更加认识到防治艾滋病的

重要性。 余萍芳

如皋市如城街道迎新社区开展“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