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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镇江”
公众号敬请关注

新论
01 绷紧弦 鼓足劲 收好官 /郑新平
特别关注
04 在扛起光荣使命中

向着现代化新镇江加速奔跑 /马明龙
06 凝心聚力真抓实干 奋力冲刺全年目标 /马明龙
08 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指导推动镇江现代化建设 /徐曙海
聚焦·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10“一二三”系统推进“镇合意”品牌建设 /黄伟等
12 全年招引任务：提前完成 量质齐升 /朱婕等
14“七心”服务助力营商环境再提升 /曾海蓉等
16 大学生“聚镇”计划成效初显 /郑仁轩等
18 创新驱动 加速奔跑
为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城市注入充沛动能 /郑淇元等
20 建设美丽镇江 打造幸福河湖 /徐鹏飞等
22 坚定不移打好长江禁渔持久战 /殷文斌等
24 绿色发展，让天更蓝水更清气更净 /李媛等

深度
26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专家观点集萃
学思践悟
28 以监督的刚性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 /卜晓放
30 在激情奔跑中谱写网络强国“镇江篇章”/翟胜勇
32 聚焦“四个学”，开创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 /潘国建
34 当好精细管理的“城市工匠” /吴海平
36 打造人才吸引强磁场 赋能产业发展新格局

/徐志华等
38 以文化人 为乡村振兴“铸魂” /郑轩文
40 用“共同缔造”理念打造宜居物业 /刘飞
一线
43 出行有序，让文明气息遍全城 /景泊
45 坚持精管善治 落实常态长效 /胡冰心
47 践行“两在两同”传承红色基因 /张世军
49 村社新声
先锋
51 让困境儿童信赖的“警察爸爸”
——记江苏省第八届道德模范张叶宏 /张辉
53 诚信赢得信任 真情服务商户
——记AAA级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镇江城际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曾海蓉
文心笔谈
55 千古名镇话延陵 /孟宪威
57 镇江全境解放 /张国平
我是新镇江人
58 陈培培：精湛技艺“焊”出亮丽人生

3 版责编/马坚 美编/方舒 校对/朱峰璐 2021年12月21日 星期二要闻

镇江体彩镇江体彩

本周起，顶呱刮虎年生肖系列
票在我省各体彩网点已全面上市，
该系列票分为20元、10元、5元三个
面值，最高奖达 100万元。即日起
至2022年1月21日，江苏体彩对虎
年生肖系列票开展派送活动，届时
100万元奖级派送100万元！

虎年生肖系列票共有三个票
种，分别为“虎虎生威”“锦虎贺岁”

“寅虎”。“虎虎生威”是此次虎年生
肖系列游戏面值最高票种，该票每
张 20元，共有 20次中奖机会，最高
奖达 100万元。“锦虎贺岁”每张 10
元，共有 12次中奖机会，最高奖达
30万元。“寅虎”每张 5元，共有 10

次中奖机会，最高奖达10万元。为
迎接新年，同时为了回馈广大热情
的购彩者，即日起至 2022年 1月 21
日，江苏体彩对虎年生肖系列票独
家开展派送活动！活动期间，对单
张彩票兑取虎年生肖系列游戏 100
万元、200元、100元、30元奖级的购
彩者进行派奖，其中 100万元奖级
的派奖金额为 100万元，其他三个
奖级的派奖金额为相应设奖金额的
50%。具体派奖规则为：兑取 100
万元的中奖者，派送 100万元固定
奖金；兑取 200 元的中奖者，派送
100元固定奖金；兑取100元的中奖
者，派送 50元固定奖金；兑取 30元

的中奖者，派送15元固定奖金。
需要留意的是本次派奖活动对

象为虎年生肖系列游戏（面值 5元
“寅虎”、面值 10元“锦虎贺岁”、面
值 20元“虎虎生威”），其他游戏不
参与本次活动，外省票不参与本次
活动。本次派奖活动中奖票全省通
兑，派奖奖金兑奖地点同常规奖。

顶呱刮虎年生肖系列票在我省全面上市中百万送百万！

孙晨飞 曹娟 唐君

新学期“双减”政策落地后，孩子
作业减少，空闲时间增多，培养孩子
们的阅读习惯、提升阅读品质显得尤
为重要。市宝塔路小学多措并举，让
孩子们的课外阅读更精彩。

为了让孩子在更广阔的阅读空
间里遨游，学校推出了校本化书单。
除了“快乐读书吧”中推荐的书籍外，
又增加推荐了散文、童诗、科普、历史、
电影、创意写作等类型的读物。

一学期以来，学校各年级推荐的
各类读物达30种，大大丰富了孩子的
书单。午间休闲时光，学校组织孩子

“阅读”《少年中国史》系列视频、《鸡毛
信》等红色电影。孩子们在“有声有
色”的“阅读”中，了解中国历史，赓续
红色血脉，培养爱国情感。为了提升
孩子的阅读品质，学校设计了“再现
卡”“问题卡”“科普卡”“新闻卡”“积累
卡”“观点卡”等十几种书卡，促进孩子
将读与思、读与做结合起来。

延时服务时间也是孩子分享的

舞台。学校组织孩子们在小组里说
一说阅读感受、读一读精彩片段，让
他们学会在阅读中分享。故事大赛、
朗读故事、绘本表演……孩子们在阅
读的过程中，随着故事情节加入情绪
和丰富的肢体动作，让阅读过程更加
生动。为了保持孩子们的阅读热情，
学校设计了各类读书奖状：“阅读小
博士”“阅读小硕士”“读书小明星”

“读书等级奖”……此外，学校推出的
课外阅读“每月一评”，让孩子在鼓励
中继续前行。

为了让家长安心、放心，宝塔路
小学还量身定制“小学低年级学科素
养评价过关清单”，依据低龄段的学
科素养，从课程内容、能力层次、学习

内容与评价三个维度进行分类分层，
精准确定学科素养和评价方式，充分
发挥“素养清单”诊断学情教情、改进
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功能。

清单中，有学校“小小书法家”书
写比赛、班级课文朗读过关赛、口算
竞赛等以赛促评的形式，有“小小朗
读者”诵读卡、“悦读”存折类等日积
月累的形式，有联系生活情境解决问
题的游戏活动和实践操作。学校对

“素养清单”的积极探索将把终结式
的评价转变为过程性评价，将笔试评
价变为游戏活动实践评价，将单一性
评价转变为多样性评价、多元化评
价，切实降低学生考试压力，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

阅读：“双减”之后巧做加法
宝小学生遨游书海“有滋有味”

“双减”工作在镇江
邵圆圆 徐心俊

“救命啊！快来救我！救命
啊！”10月 21日上午 9点左右，一声
声呼救划破了扬中市三茅街道友好
村东8组安静的天空。正在屋后鱼
塘捞水草的八旬老人施平根闻声抬
头，只见对面十几米开外的河道里，
一名陌生女子正在仰面乱挥手臂挣
扎，几乎只剩嘴巴露在水面上，眼看
着就灌了好几口水。

“手别乱动！越动越往河中间
去！我来了！”施平根扔下手中的网
兜，赶忙稳定落水者的情绪。受地
形影响，他想要过去得绕上一大圈，
要从后院鸭圈的泥地里穿过。

记者跟着施平根重走了一遍救
人的路线。只见他解开鸭圈围挡，
挤过两棵树的空隙，紧接着要爬一
处荒坡，这里没有路可言，泥地坑
洼，还布满碎石头，在不赶时间的情
况下脚下都不太稳。而施平根已经
80岁高龄，他告诉记者，当天爬完
荒坡他便气喘吁吁了。

过了荒坡，施平根还要穿过一
片菜地，菜地边仅有一条容一人侧
身通过的羊肠小道。当时，道路一
侧还生长着茂盛的豌豆“墙”，茂盛
的藤蔓叶对快速通过造成阻碍。过
了菜地，终于来到连通对岸的小路，
施平根加快步伐小跑上河岸，没想
到河岸两旁等待丰收的黄豆再次阻
碍了他救人的步伐。

约五六分钟，施平根终于赶到
落水女子跟前，只见她仰面在水中
动也不敢动，河岸上停着她的农用
三轮车，车上车下散落着刚收割的
黄豆。他连忙贴着河岸探出身去，
努力把手伸向落水者，但因为距离
较远，且河岸泥泞打滑，考虑到自己
的年龄和环境的不安全性，他不敢

再做进一步的尝试，转而寻找工
具。落水女子提醒他，她的车上有
用来捆黄豆的绳子。

他赶忙到车上找到绳子，一手扶
住一旁的电线杆，一手数次尝试把绳
子向女子甩去。但由于仰躺在河水
中，女子没有办法动弹，根本没法接
住绳子。施平根见状，蹲下身子，一
手扒住田埂泥土，身体前倾，一手把
绳头一遍遍尽可能地往她跟前递。

在施平根的耐心帮助和竭力坚
持下，落水女子终于用一只手抓住了
绳子，借力翻过身来，由于女子穿的
是高帮雨靴，深陷淤泥吸力很大，施
平根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将落水女
子拉上岸。

一上岸，落水女子便扑通跪下，
向施平根连连磕头表达谢意：“叔，
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不是你，我今天
就没命了！”施平根连忙把她拉起
来。当天气温不高，看她浑身湿透，
施平根关心道：“不用谢我，你赶紧
回家换衣服吧。”

回到家，施平根没跟老伴提救
人的事，直到落水女子拎着牛奶找
来。落水女子叫管爱萍，住友好村
东 1组，当天去收黄豆时车子歪了
一下，她失去平衡滚落进河里。

管爱萍告诉记者：“当时四周一
个人都没有，我陷在淤泥里，腿不能
动，手找不到支撑点，也抓不到任何
借力的树枝什么的，当时我很绝望，
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还好我看
到叔在对面捞水草，我就赶紧呼救，
真的谢谢他救了我的命！”

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提
起施平根一家，村里人没有不竖大
拇指的，这一家人不仅家风文明、温
馨和睦，而且与人为善、古道热肠。
近日，施平根获评2021年第四季度

“镇江好人（大爱之星）”称号。

友好村八旬翁勇救落水女子
——记2021年第四季度“镇江好人（大爱之星）”施平根

12月20日，京口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开展“不忘初心担使命、‘两在两同’
建新功”学习会暨“我为群众清洁楼道”实践活动。来自京口团区委、区总工会
等聚力“京”彩服务团队各成员单位的党员以及鼎胜新材等共建单位的部分
党员，自带工具，来到京口路社区恒泰新村小区，对小区楼道开展“大清扫”，
为居民提供一个整洁舒心的楼道环境。 崔世林 李跃华 王呈 摄影报道

日前，京口区教育局在
市中山路中心幼儿园举办区
第十六届幼儿园“三人行变
废为宝”巧手制作大赛，呈现
全区43所幼儿园的作品，倡
导资源节约，加强家园合作，
培养幼儿动手操作和团结协
作能力，进一步落实课程游
戏化精神。

王呈 薛云 摄影报道

日前，镇江市京岘幼儿
园开展“童眼看冬日快乐涂
鸦”活动，让孩子们贴近自
然、热爱自然、感受季节的变
化，在快乐涂鸦中提升观察
能力、绘画能力。

王呈 陈心妍 陈周源
摄影报道

“最美京口人”
激励身边人

林兰

从2016年起，京口区启动了“最美京
口人”评选活动，以群众身边的榜样、典
型，激励广大京口人向美、向善。6年来，
该评选活动共评出各类“最美京口人”整
整200名，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这一评选之所以广受关注，影响力
日益增强，或许是基于这几个原因：

来自基层，和群众贴得很近。“最美
京口人”是区级“好人榜”，级别说不上
有多高，但胜在从群众中来，特别接地
气。“最美京口人”不会让人觉得高不可
攀。在基层社区、企事业单位，众多宣
传栏里有“最美京口人”的照片、简介，
引得不少居民驻足观看、点赞。润物无
声，无形中弘扬了社会正气。

持续开展，和时代贴得很近。“最美
京口人”每季度评选一次，一般上榜4-
6人，特殊时期、特殊情况适当调整。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京口区
涌现出一批坚守岗位、不惧危险、勇于
担当、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先进典型。其
中，陈刚等11位抗疫英雄当选2020年2
月“最美京口人”；孙金凤等21名抗疫英
雄当选2020年3月“最美京口人”。

“代表”广泛，和社会贴得很近。受
表彰的人物中有七八十岁的老年志愿者、
公益达人，他们守护家园、奉献余热；也有
20多岁的大学生、上班族，他们热爱家
乡、燃烧激情；还有一腔热血、见义勇为的
斗士，他们侠肝义胆、拯救生命，保卫人民
财产；更有大批工作在各行各业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的职工，他们干一行爱一行，
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正是有了“最美京口人”的评选，才
更好地发掘了京口区精神文明建设的
先进典型。一批基层群众中涌现出来
的好人好事受到表彰，进一步增强了公
民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在社会
上形成了一种向上的风气，激励更多人
再努力一些、再奉献一些、再优秀一些。

南山夜话

镇 江 好 人 故 事 汇

我为群众清洁楼道我为群众清洁楼道

巧手制作

快乐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