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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心俊 孙薇

又是一年梅雨季，扬中市八桥镇
利民村村民方文林安逸地在家伺候着
门前的茶花、喇叭花，“去年党小组帮
忙将房子大修了一次，现在雨天再也
不担心房屋漏水了，更不用到处用盆
接水了。”方文林独自一人居住，房子
是30年前盖的三间平房，由于年久失
修，每逢下雨三个房间全都漏水，屋檐
也摇摇欲坠。去年 6月，利民村第八
党小组组长李春红得知相关情况后，
多方筹集资金，帮助方文林更换新瓦，
加固屋檐、出新墙面……如今，方文林
家里里外外干净整洁，“党小组帮我修
了房子，还送我几盆茶花美化环境，现
在村里在搞人居环境整治，我当然不
能拖后腿，得把环境收拾好。”

利民村第八党小组建在群众施
九富家中，在李春红带领下，该党小
组不仅建在了群众家中，更扎根群众

心中，他们访民情、纳民意、集民智、
解民困，将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到实
处；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精准发力乡村振兴；他们率先垂
范，做给群众看，带领群众干，织密织
牢了“党群连心网”。

2018年，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利民村把党小组建在群众家中，
并组织党员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和“党群连心网”等活
动。第八党小组由利民西 4组、西 5
组、西 6组 11名党员组成，三个小组
共 102个农户。小组成立后，李春红
带领全体充分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
性，每人联系 8-10户村民。在党小
组活动室的条桌上，摆放着厚厚一叠
党员联系普通家庭民情民意调查表，
详细记录着每月每名党员走访联系
户收集的民情、民意。

该村西6组一块集体晒场已废弃
了 30多年，杂草丛生，成了当地卫生

死角。2018年底的一次党小组集中
活动中，附近村民反映了这一问题。
经过实地查看与走访，李春红觉得可
以变废为宝，利用这块荒地打造群众
乐土。为此，党小组全体党员集体捐
资，党员王善荣、王国庆分别出资 1.2
万元，党员陆纪祥出资 6000元，西 6
组 38户村民每家捐资数百元……很
快便筹集资金 5万余元，将这块废地
建成了运动健身广场。随后，党小组
还另行筹集资金，购置了投影仪和音
响设备，用于广场舞视频教学。

每次党小组活动，如何支持村级
经济发展、帮助村民增收致富都是重
要的话题。党员王善荣原来在外地办
厂，2018年，他主动把企业从南京搬
迁回村里。虽然搬迁耗费了不少人力
物力，但是，王善荣认为回来盘活村里
闲置资产，一切都值得。现在，王善荣
的企业招收的 10多名工人几乎全是
利民村的，工人月平均工资超过5000
元。李春红也主动帮助村内纸品公司
推销产品，助力企业发展。

给困难老人买电扇送上夏日清
凉、给生病老人买胃药、主动关爱困

难群众幼儿……党小组在密切联系
群众时，还注重收集群众“微心愿”，
并尽力给予满足，仅去年以来就完成
群众“微心愿”20多件。疫情防控期
间，李春红还积极发动村民参加村里
举行的“每日一星最美庭院”评比竞
赛活动，党员示范带头，鼓励和帮助
联系户利用闲暇在家的机会，整理家
前屋后环境，打扫室内卫生。

谈起第八党小组，利民村党委书
记刘乔荣竖起了大拇指，第八党小组已
连续两年被村党委评为流动红旗党小
组，并获得全镇“优秀党小组”荣誉。李
春红是利民村退休的老支书，本可安享
晚年，党小组组长的工作完全是“贴工
又贴本”，这份工作没有工资，还要往里
面搭钱，“今年他获评村优秀共产党员，
个人有 1千元奖金，但他把奖金拿出
来，作为党小组活动经费。今年村里鼓
励60周岁以上老人购买意外险，保费
100元，李春红与党员王国庆承担了本
组全部老人的保费。”刘乔荣表示，像李
春红一样优秀党小组组长，在利民村还
有很多，他们一起为乡村振兴与利民发
展，鞠躬尽瘁，无怨无悔。

建在群众家中，扎根群众心中

“党群连心网”围绕民生做实事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先进基层党组织风采

李国平 方良龙 郑丽萍

日前，丹徒区宝堰镇古塘村的一
个普通农民，因为再次跳入水中勇救
落水村民，第二次被评为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这个农民叫李贤荣，今年 52
岁，在颁奖现场，问他救人之前是怎
样想的，自称不善言辞的李贤荣连
声说，当时只知道要救人，什么都来
不及想，“即便自己有危险，也会义
无反顾跳进水中救人。”

李贤荣第一次救人，可以称得
上是惊心动魄。那是2016年夏天，
村里发洪水，已有几户人家被淹，村
民李双（化名）在田间劳作时，被洪
水挡住了回家的路。回村心切的李
双就蹚着水往回走，走到一半时，一
个巨浪打来，将李双拍进滔滔洪水
中。不太会游泳的李双抓住洪水中
的一簇水草向下游冲去，后来被大
树枝挡住，暂时没有被激流冲走，但
随时有危险。

十余名村民听到呼救声急忙赶
来，但见水流湍急，谁也不敢贸然下
水。此时，李贤荣与消防队员几乎
同时赶到现场，李贤荣同两名消防
队员一起下水。消防队员让李贤荣
将绳索扣在身上以防不测，但李贤

荣告诉消防队员，3个人扣在绳索
上会更加危险。说话间，洪水已经
涨到 3人的腰间，又是一个巨浪打
来，两名消防队员被洪水冲走，现场
其他消防队员和村民见状，急忙将
绳索和竹竿抛给两人，两人得救了。

李贤荣则凭着一身过硬的游泳
本领，很快靠近被困的李双，然后将
他慢慢拖到岸边。后来在其他人员
的齐心协力下，李双被拉上了岸，但
李贤荣已筋疲力尽，“再有几分钟时
间，自己也有可能沉入水中，因为洪
水太急了。”李贤荣心有余悸地说。

李贤荣第二次救人，是在今年
的4月16日，当时春寒料峭，本村妇
女汪某在村前水塘边洗衣服时，不
慎跌入冰冷的水塘中，因汪某不会
游泳，只能在水中扑腾挣扎，已呛了
好几口水。住在附近的李贤荣听到
呼救声，急忙跑到水塘边，他边跑边
脱外套，然后迅速下水很快将落水
的汪某拉到岸边。当时，汪某除受
了惊吓和呛了几口水，安然无恙，而
李贤荣被冻得瑟瑟发抖，上下牙齿
直“打架”，回到家中用被子焐了很
长时间才缓过神来。

草根英雄讲述两次下水救人经历——

再有几分钟，自己就被洪水冲走

图为李贤荣指示第二次下水救人的地方。 李国平 摄

丹阳工行发力普惠金融
支微助小成效明显

本报讯（龚轩 张凤春）二季度以
来，工行镇江丹阳支行大力发展普惠
金融，提高服务水平，携手小微企业同
成长。截至 6月末，该行当年 e抵快
贷、法人经营快贷净增量均位列市行
第一，支微助小成效明显。

丹阳工行制订了详细的普惠金
融发展目标和考核办法，将普惠金融
业务纳入常态化管理。在实施过程
中，根据上级行下达的普惠金融指
标，结合自身信贷业务实际情况，向
各营业网点和公司部下达了明确的
普惠金融业务指标，增加考核权重，
并制订相应的奖惩机制。同时，充分
发挥“名单制”管理优势，深度挖掘潜
在普惠金融客户。在认真分析“百行
进万企”名单、系统内经营快贷白名
单、本行日均存款 50 万元以上客户
清单、政府调研的有融资需求的企业
名单基础上，落实网点负责人区域承
包制，每周将对接情况反馈给公司
部。此外，该行通过微信公众号、网
点、个贷中心人员宣传工行 e 抵快
贷、e税快贷、经营快贷等产品，充分
发挥普惠金融条线依托线上产品，推
进零售化转型。

佘记其 周丽琴 毛吉仙

作为穿梭在大街小巷，默默付出
的外卖员，也是奔跑在新时代、务实奋
斗的追梦人。7月20日，来自丹阳“饿
了么”“美团”的50多名外卖员齐聚丹
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不仅见证了
该市“爱心驿站”公益活动第二季“温
情在奔跑·走近幸福生活奋斗者——
外卖小哥”的活动启动仪式，还参与了
活动互动，领到了爱心礼物。

“爱心驿站”公益活动是丹阳关
爱特殊群体、凝聚好人力量、引领文
明风尚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重要平

台。自2019年以来，丹阳市总工会联
合爱心企事业窗口单位、个体商铺在
该市范围内共同筹建了 31个户外劳
动者爱心驿站。目前，这31个户外劳
动者爱心驿站已全面投入使用，内设
桌椅、饮水机、医药箱、手机充电设
备、微波炉等设施，一应俱全，方便户
外劳动者冬季取暖、夏季避暑、临时
休息，并提供热饭饮水、应急救治、雨
天借伞等便民服务。“爱心驿站”设立
以来，不仅为环卫工人、交警等一线
户外劳动者提供了便利，还为广大市
民提供了免费服务，更打通了服务劳
动者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广大

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
活动现场，黄色衣帽和蓝色衣帽

交织，鲜明的标识、昂扬的精神、质朴
的笑容，展现了外卖员“奔跑”的风
采。疫情期间，他们用坚守岗位的奉
献担当，撑起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保
障；用逆行而上的实际行动，传递了
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他们和所有
一线的奋斗者们一样，为丹阳的发展
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值得赞扬。

今年30岁的丹阳外卖员王家洛，
今年 5 月 14 日下午，天下着瓢泼大
雨，在丹阳北二环附近的大运河水
域，一名老人失足落水，危急时刻，正

在送餐途中的他挺身而出，救起了落
水老人，被人们称为平民英雄。活动
现场，王家洛与大家分享了见义勇为
救人的故事，他说：“在送餐和救人面
前，我会选择后者。因为人的生命只
有一次……”

活动现场，10位外卖员代表上台
作了自我介绍，在“让孩子们找爸爸”
环节，每个孩子对爸爸说了一句暖心
的话：“爸爸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安全，每天我们都等着你……”孩子
们暖心的话语，期待的眼神，还有外
卖员与各自孩子们的抱头相拥，温暖
场面激动人心。

让外卖小哥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爱心驿站”打造温暖之“家”

7月20日，连日降雨过后，金山湖北固湾水面出现大面积蓝
藻，散发着恶臭，水质受到影响。 王呈 摄影报道

本报讯（杨佩佩 邵炜 袁桂珍
李媛）7月 20日下午，绿岛项目环保
贷授信合作签约仪式在市生态环境
局举办。我市 12 个绿岛试点项目
纳入省首批绿岛试点项目，现场 6
家企业与江苏银行签订环保贷授信
合作协议，拟授信环保贷贷款 1.35
亿元。

“绿岛”是指按照“集约建设，共
享治污”的理念，建设的可供多个市
场主体共享的环保公共基础设施。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各
地、各部门积极推动试点项目建设，
目前我市有12个项目经省认可成为
首批绿岛试点项目，包括9个工业绿
岛、1个农业绿岛、2个服务业绿岛。
目前江苏和合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危

险废物集中收集贮存项目、镇江正润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收集暂
存中心等5个项目已陆续开工、江苏
普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置
10万吨皂脚液综合利用项目、镇江
中集车辆智能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中
集镇江车辆先进涂装线项目等 5个
项目已相继建成。

经过前期对接，江苏银行镇江分
行与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普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中集
车辆智能物流装备有限公司、振华物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镇江华科生态
电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镇江新宇固
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具
备授信条件，拟授信环保贷贷款1.35
亿元，支持6个试点项目建设。

绿岛项目环保贷授信合作仪式举行
6家企业拟授信环保贷贷款1.35亿元

全国高水平乒乓球
模拟大奖赛在镇举行

本报讯（贺莺 王庆生）“提供优良
赛场，设立优厚奖金，助推球员成长，
促进国球发展。”经过 650 多场的角
逐，全国高水平乒乓球模拟大奖赛于
19日在镇江乒博国球馆圆满收拍。

此次大奖赛有近百名 14～19 岁
的男女青少年选手参加，分别来自辽
宁、山东、广东、河北、上海、安徽、浙江
及江苏等省市省级少体校。比赛前两
个阶段采取分组大循环赛制，第三阶
段是捉对淘汰。最终，江苏省乒乓球
丹徒高级中学训练基地的外地选手许
鸿锐和陈馨洋分获男女单打冠军；缪
鑫宇、胡熹喻、丁宏坤（镇江）、潘吕欣、
吴欣宸分列男单 2～6位；赵佳璐、郑
雯予、陈洁雨、沈蔚儿、周栩如分列女
单2～6位。

本报讯（记者 杨佩佩 通讯员
陈燕 甘培华）“他乡不似故乡亲，富
贵不曾忘桑梓。”7月17日下午，在镇
江新区大路镇政府会议室里，上海都
耀科技集团运营副总裁孔祥在“都耀
助困慈善”项目现场向乡亲父老表态
发言。现场，首批 46户因病致贫困
难家庭收到该集团9.2万元资助。

“都耀助困慈善”项目由上海都
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位创始人发
起，他们向市慈善总会捐资50万元，
定向资助大路镇薛岗村、西戴村和丹
徒区辛丰镇黄泥村的困难家庭。专
项资金受益人群包括困难家庭、因病
因灾而影响基本生活的困难家庭、低
保对象、重度残疾人等困难家庭的老
人和三无老人、散居孤儿。经过认真
摸排，确定153户困难家庭老人作为
今年资助对象。

上海都耀科技集团是一家从事
社交软件研发、移动视频互动社区运
营、线上教育、科技园投资建设和互
联网投资的科技型企业。公司四位
创始人都是从镇江走出去的有为青
年，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情系家
乡父老，热心家乡慈善事业。孔祥告
诉记者，不管走多远，家乡永远在我
们心间，无论何时，根在圌山。“今后，
都耀科技集团将继续关注家乡的慈
善事业，资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用
行动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我们
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去。”

“当前经济形势下，都耀科技集团
设立的慈善助困项目尤显珍贵，充分
展现了乐善好施、奉献公益的大爱情
怀。”市民政局副局长潘志坚介绍，善
款须得善用，一定尊重捐方意愿，将善
款用到最急需帮助的困难家庭上。

情系家乡父老 热心慈善事业

4位有为青年设立慈善项目

7 月 20 日，“体
育伴你行”——2020
年暑期少儿公益培训
在市健康路体育馆开
班。公益培训涵盖羽
毛球、乒乓球、跆拳道
和击剑四大类，500
多名孩子报名参加，
培训班旨在增强孩子
的体质、丰富孩子的
暑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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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暑期少儿体育
公益培训开班

今日工行

北固湾水面蓝藻泛滥

（上接1版）孙建云虽已离开教学岗
位，但她依然坚守在“育人育心”的
一线，如今，她的工作室来了10多名
志愿者，活跃在农村学校，传播着
大爱。

用好人精神浸润城市，使越来
越多的好人服务社会并关爱他人，
以好人精神构筑道德高地，厚植文
明沃土，句容培育出了城市文明的
生态链。

提高礼遇，让好人有好回报

每一次善行义举的褒奖，都是
对“道德堤坝”的加固；每一次对好
人模范的帮扶，都是对“道德土壤”
的改良。2018年，句容制定了《句容
市礼遇道德楷模实施办法》，对各级
道德模范、好人给予奖励。礼遇对
象在浏览景区、公共交通、困难补
助、劳动就业政策方面享受优先保
障和相应待遇。同时，文明办还开
展了“万朵鲜花献好人”活动，这一
系列的礼遇，唱响了“好人好报”的
道德强音。

两年一度的“感动句容人物”颁
奖典礼吸引了全市市民的目光。对
评选出的感动人物进行高规格的褒
奖，使他们成为句容市的主角。“感
动人物”李治顺告诉记者，他参加过
多次表彰颁奖，唯有这次受奖让他
难忘。“感动人物”戴荣斌说，他就做
了一点小事，党和政府就给予了这
么高的荣誉，让他激动不已。

句容好人王秀燕家庭困难，市
文明办组织志愿者给予结对帮扶，
先后资助 1万元给她女儿读书。同
时，镇、村两级给予了她家多项政策
的扶持照顾。如今，王秀燕一家摆

脱了贫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据
悉，近三年来，句容市给市级以上道
德模范、好人、文明家庭给予 58.3万
元的奖励，对道德模范杨金风、兆
龙、戴荣斌等 11人提供了安置就业
和其他社会保障。

好人好报，德者有得。句容礼
遇好人成常态，激励更多的百姓争
做好人、做好事、当模范，让句容“好
人之城”更加和谐和温暖。

榜样引领，书写时代文明风尚

善与美不只是体现在惊心动魄
的见义勇为中，更多时候，它就渗透
在句容人的日常生活中。句容用好
人的引领，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生
动实践，为打造“一福地四名城”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
养。在今年抗疫期间，全市有 10万
多市民踊跃参战，成为抗疫志愿
者。这那段特殊时期，林梅林、卢孝
根夫妇免费为卡口的工作人员送
饭，一送就是一个多月。此外，公交
司机周爱玲自己购置了 5张公交爱
心卡，为一些忘了带钱的乘客刷卡，
7年帮助了 400多人；“最美志愿者”
章美霞，从 2005年开始实施自己的

“爱心妈妈”助学计划，开展“银发健
康互助团”志愿服务，她服务的对象
有2000多人次……

好人辈出，句容志愿者服务成
为城市一道风景，走在大街小巷、乡
村田野都能见到穿着红马甲的志愿
者身影。据了解，句容市目前有志
愿者组织860个，志愿者总数101261
人，今年开展志愿活动 11891个，打
造了20多个志愿服务品牌，100多名
志愿者受到各级表彰。

句容：小城好人多，好事抢着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