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猫头鹰”白天现身
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本报讯（徐小丁）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句容市文体
广旅系统党员、干部和职工，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
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满足全
市干部群众文化旅游需求和增强人
民群众精神力量为着力点，走出了
一条文旅产业多样性、精品化、高
质量的发展之路，先后摘得了两个
镇江“唯一”、省级“首批”——
首批江苏省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项目、首批江苏省文化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成为全镇江市文
化旅游龙头品牌。

句容市文体广旅系统利用党委

理论中心组、党政联席会、主题党
日活动、工作例会等时机，在全系
统分批次、有计划组织党员干部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
国共产党章程》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陕西省延安市和河南省安阳市
重要讲话精神等。与会党员结合自
身工作和思想实际，广泛交流学习
心得体会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做到

“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作为千

年古县，句容文化底蕴厚重。境内
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梁康简
王萧绩墓石刻，隆昌寺、城上村遗
址，春城土墩墓群等历史遗址，梁
代“山中宰相”陶弘景，东晋著名
道家理论家、炼丹家葛洪等名人曾

居住于此。
作为革命老区，句容拥有丰富

的红色资源，先后整合铁军营、新四
军纪念馆、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等
现有红色场馆，复建东进栈道、新四
军医疗所、枪械所、新四军水坝等红
色旧址。

句容市文体广旅局注重把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挖掘句容文旅特
色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挥文旅优
势，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聚
焦丰富文旅资源，切实加大对南梁
康简王萧绩墓石刻等各级文化遗产
保护单位修缮保护力度，成立了以
党员为骨干，40多人的业余文保队
伍。每年共出动专业考古人员、执

法人员近2000人次，文保单位保障
覆盖率、完好率均为 100%。建成
了涵盖秦淮花灯等20余个非遗品牌
的非遗展馆，开展了第三批市级非
遗名录推荐和评审，苏派养蜂技艺
等 5个项目顺利通过专家评审。目
前，句容市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2
人，镇江市级12人，句容市级（县
级） 16人，每年句容市级财政投入
20余万元支持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
作，“非遗进景区”等连续 2年 4次
登上央视频道。

句容的非遗作品多次在国内外
非遗文化展演中崭露头角，“非遗+
体育”成就了句容市九运会上一道
道靓丽风景。截至10月底，累计开
展线上、线下活动 200 余场，线

上、线下近 80万人次观展，“一镇
一民俗”非遗项目展演创成全市文
化惠民、利民新品牌。同时，将句
容历史文化元素有机融入城市更新
之中，下蜀镇空青村范巷、华阳街
道下甸村山芋地自然村等先后入选
省级传统村落，天王镇戴庄村白沙
等上榜省级特色田园乡村，非遗进
宝华山景区项目斩获首批省级“无
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铁军东进
战地 茅山红色传承”红色旅游融
合发展项目成为全镇江市红色旅游
龙头品牌，创成了江苏省首批红色
旅游融合发展示范项目，摘得了首
批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有力增强句容市文化软实力。

本报讯（杨娟）“薛大爷，您
好！这是我们长江花园小区网格
的法治服务便民联系卡，上面有
网格的‘法律明白人’、调解员和
法律顾问的联系方式，今后有法
律问题不用跑腿，在家打个电话
就能咨询。”日前，下蜀镇裕课村
第二网格“法律明白人”傅燕在小
区法治文化广场，向前来参加普
法宣讲活动的老人递上自己的服
务“名片”。

为切实便利群众，实现基

层法治服务普惠均等，近日，下
蜀 镇 结 合 法 治 建 设 宣 传 月 活
动，立足将法治服务精准送到
网格里，为全镇 40 个自然网格
配备了由人民调解员、“法律明
白人”、法律顾问、政法网格指
导员组成的法治服务团，并精
心 制 作“ 法 治 服 务 便 民 联 系
卡”，由网格员、“法律明白人”
逐户分发。通过小小便民卡，
亮出法治服务承诺、传递法治
服务热情。

小小联系卡 暖心送服务

体验式“书穿”
让阅读鲜活起来

本报讯（戴超）左手执壶，右手
击拂，徐徐注入沸水……在边城镇
中心小学的茶室里，同学们围坐在
茶台前，正在学习宋代的传统“点
茶”技艺。

日前，边城镇宣传办联合镇关
工委、边城中心小学，开展了一年
一期的“全民阅读进校园 茶会阅
读沙龙行”活动，通过沉浸式茶会
让同学们动手学习热播的电视剧

《梦华录》中的“点茶”技艺，用体验
式“书穿”让经典诵读鲜活起来。

活动中，展示“点茶”技艺的杨
莹是一名资深茶艺师，也是边城镇
特聘的阅读推广人。她说，电视剧

《梦华录》热播后，很多朋友才知道，
原来不仅仅是西方的咖啡可以拉
花，在我国宋代早就有了“点茶”的
技艺，“我想通过让孩子们体验古人
品茶的乐趣，激发他们阅读经典书
籍的兴趣，让读书变得有趣起来。”

当天，杨莹带来了多套汉服。
她邀请同学们身着汉服，一起诵读
经典古文。“古代文学作品阅读一直
是同学们读书中的一个难点。用茶
会这种方式，会提高同学们对传统
文 学 的 兴 趣 ，降 低 了 阅 读 的 枯 燥
感。”边城镇中心小学邵莲老师说。

在阅读分享环节，三年级 3 班
的王若初同学说：“在电视剧里才
能 看 到 的 场 景 ，今 天 现 场 体 验 到
了。给小伙伴们诵读自己准备了
很久与茶有关的诗词，感觉像‘穿
越’了。”

本报讯（黄伟）近日，宝华
镇宝华村迎来了一位高颜值的

“空中网格员”，一台装配有高
清摄像机和GPS定位系统的无
人机，作为宝华村网格员的新
搭档，正式“上岗”，为基层乡村
治理智慧赋能。

“这东西，别看它个头小，
可是高科技产品，这段时间可
帮了我们村的大忙。”说起无人
机，宝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心荣颇为感慨。

宝华村位于句容市北部，
地处“律宗第一名山”宝华山脚
下，村内林地面积达万亩，每年
秋冬春三季，森林防火和秸秆
禁烧任务重。到了夏天雨季，丘
陵地带又易发生地质灾害。此
外，312国道穿境而过，沿线企

业有40余家，外来人口较多，日
常管理难度大。村内日常巡查、
森林防火、疫情防控、环境整治
等工作，都需要全村所有干部
和网格员投入大量时间精力。

针对本村地域范围广、地
形复杂、网格巡查难度大等难
题，宝华村在传统网格管理的
基础上，成立了“党员先锋岗
无人机服务队”，利用无人机对
复杂环境区域排查、高空图像
采集、加强信息化管控的能力，
形成“空中+地面”的立体巡逻
模式，对辖区内山地、林地、主
干道、水库河道等区域展开日
常巡查，将信息化手段应用到
秸秆禁烧、森林防火、河道巡
查、环境整治等工作中，乡村治
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皮防所开展
防艾知识宣传

本报讯（唐瑶）为营造全民参与艾
滋病防治工作的良好氛围，近日，句容
市皮肤病防治所开展了主题为“共抗
艾滋，共享健康”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医护人员通过向就诊患
者及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和计生用品、
张贴宣传图、提供咨询服务等形式，使
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临
床表现、流行特点及其预防措施等，充
分认识到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性，做到
洁身自爱，增强自我防护能力。

“三有”服务
稳就业惠民生

本报讯（陈彩云）今年以来，句
容市人社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
经济发展，综合实施减负、稳岗、扩
就业、助创业政策举措，全力以赴
稳就业、惠民生。

用工有支持。实施减负稳岗扩
就业行动，支出稳岗返还、一次性
扩岗补助、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等
资金 9492.75 万元；量质并举推进就
业技能提升，开展技能培训 58 期，
培训 6238 人次，发放补贴 330 万元；
举办线下“春风行动”、线上直播带
岗等招聘 26 场次，提供就业岗位
36934 个 ，句 容 市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13779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1.21%。

就业有保障。推进高校毕业生
的就业见习、实习、创业帮扶等，完
成对 880 名高校毕业生实名制调查
工作，截至三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达 87%，发放就业见习补贴 153
万元；发挥公益性岗位托底作用，
新开发公益性岗位 127 个，累计开
发岗位 289 个，发放补贴 489.71 万
元；延续执行失业保险保障阶段性
扩 围 政 策 ，发 放 失 业 金 、补 助 金
2087.28 万 元 ，惠 及 失 业 困 难 人 员
12531人次。

创业有扶持。完善富民创业贷
款政策，发放创业贷款 1.39 亿元、
创业补贴 23.34 万元，惠及创业者
1231 名；夯实孵化载体建设，全市
省级创业示范基地达 7 家、镇江市
级示范基地 13 家、“互联网+”创业
载体 8 家，入驻孵化对象 1946 户，
带动就业 1.3万人。

城管队员心系商户
主动调解矛盾纠纷

本报讯（樊秀秀）日前，鑫盛物业
公司负责人与商户张先生手持两面锦
旗，来到句容市城管局城区执法大队，
感谢市容一中队中队长王成帮助调解
矛盾纠纷，实现经营与管理双赢。

据了解，位于句容中大街帕缇亚
疏导点的两个小吃摊主，在经营过程
中发生口角，引发了冲突，相关部门
之前也进行过调解，但双方当事人仍
存在矛盾。王成得知情况后，与鑫盛
物业公司一道，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
调解。调解会上，王成摆事实、讲道
理，耐心劝导，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相互理解，并对双方的行为进行法律
分析，权衡利弊。经过调解劝说，双方
当事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
达成和解。

茅山风景区清山护林
让文明旅游成为风景

本报讯（糜丹丹 陈瑶）近日，句容茅
山风景区游客中心党支部和运营中心党
支部联合开展了“清山护林”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用实际行动“一线建功”。

“那边有矿泉水瓶，快捡起来。”活
动当天，茅山景区志愿者化身环保守
护者，穿梭在山林间，捡拾沿途垃圾，
将塑料袋、矿泉水瓶、果皮等集中分
类，进行装袋。活动中，景区党员志愿
者们积极发挥先锋作用，传递“随手捡
拾、随手公益”的环保理念，营造了良
好的文明旅游氛围，提高了景区的生
态“颜值”。此外，志愿者们还沿着登山
步道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对游客不文
明行为进行劝导，积极引导广大游客
爱护环境、文明登山。

今年以来，茅山景区在文明经营、
文明服务、文明管理上作文章、下功
夫，将文明督导员与党员示范服务相
结合，以实际行动，持续提升游客游览
的体验感与舒适度。在景区各点位开
展疫情防控、旅游咨询、路线指引、文
明规劝和旅游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活
动，引导游客文明出行、遵守秩序、爱
护环境、保护设施，养成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的文明旅游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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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学笃用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进文化旅游自信自强

句容创成文旅融合发展龙头品牌

近日，在赤山湖国家湿
地公园南堤附近，工作人员
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短
耳号鸟的踪迹。短耳号鸟为夜行
性猛禽，是“猫头鹰”的一种，
具有特征性的短耳羽，表情
犹如“怒目而视”，喜欢在光
线微弱的晨昏时间段出来捕
食鸟类、小型啮齿类、蜥蜴和
昆虫等动物。

范明 王维 摄影报道

崇明街道举行
党章知识竞赛

本报讯（葛全）日前，崇明街道联
合义台街社区城市书房开展“学党章
强初心 践行动”知识竞赛。

活动中，志愿者带领大家深入领
会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领读
了新党章中修改的部分内容，并结合
自身工作岗位进行了交流互动。学习
结束后，还进行了一项特别的“传递仪
式”，由社区老党员向新党员、预备党
员赠送《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员们
表示，要向老党员学习，从他们身上汲
取精神养分，听党话、跟党走，践行党
章，做表率先锋。

本报讯（杨晓旭 王建明）近
日，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手工制茶赛项在重庆市
永川区开赛，来自全国 23 个省、自
治区、计划单列市的 35 支职业院
校参赛队伍共 140 名选手参加赛项
角逐。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4
名学生组成的江苏代表队荣获团
体一等奖。

本次手工制茶赛项设置对接世
界技能大赛，竞赛内容设有红茶、
绿茶、青茶三个大类，扁平绿茶、卷
曲绿茶、条形红茶、卷曲红茶、颗粒
青茶、条索青茶六个项目的比赛。
每一类别均有理论测试、手工现场
制茶与茶叶加工技术缺陷诊断三
个竞技环节。每位选手要参加某
一类茶的三个竞技环节，一个团队
中的选手参赛单项均不同。

近年来，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
学校注重技能教学，以技能大赛为
抓手促进技能教学，以技能教学为
核心推进学校持续发展。2022 年，
省句容中专校手工制茶项目在各
级技能大赛中共荣获国赛团体一
等奖 1 次，省赛团体一等奖 1 次、三
等奖 1次。

省句容中专校荣获
全国职业大赛团体一等奖

本报讯（王晓飞 陈通 刘兆
龙）今年以来，后白镇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打出
松绑减负“组合拳”，基层干部如
释重负，提升了抓落实、办实事
的质效。

突出“减”字，瞄准核心问题
精准发力。后白镇召开村级减负
工作座谈会，村干部敞开心扉、
畅所欲言，总结梳理各村反映强
烈的问题7条，形成具体减负措
施 12条。如针对村级反映强烈
的各部门材料分发，导致来回领
取文件问题，改为由党政办扎
口，每日汇总各部门需下发的村
级材料，分轻重缓急分批领取，
避免增加村级负担。

突出“查”字，在督查考核上
精准发力。后白镇制订下发《关
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
的通知》，切实规范镇级督查检
查考核工作，能合并的坚决合
并，能取消的坚决取消，并采用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
现场的暗访方式，倾听群众诉
求，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断减轻
基层负担。今年，后白镇级督查
检查考核重要事项8项，比2021

年减少3项，精简38%。
突出“建”字，在合力共建上

精准发力。今年以来，后白镇开
展了“清产核资”“进千家入万户
暨暖企惠民大走访”等活动，各
分管部门因业务工作，需要录入
一些基础数据信息，频繁入户、
入企，不同程度地干扰了村民和
企业的正常生产生活。为减少入
户频次，该镇制定定村领导、定
村干部实行“一定到底”工作责
任制，全面负责指导做好所定村
的党建、重点项目建设等经济社
会发展一切事物，及时协调包抓
村的重点工作，形成合力共建的
工作格局。

突出“效”字，在提升精气神
上精准发力。研究制定《乡村振
兴五朵金花评选方案》，对乡村
振兴各类评选表彰进行合并，针
对乡村振兴五大方面评选出五
朵金花，既避免了各条口“各自
为战”，又明确了发展方向。研究
制定《后白镇提振作风效能工作
实施方案》，对各部门作风建设
进行评比，村级参与打分，年底
评选出“蜜蜂奖”和“蜗牛奖”，奖
优罚劣，加压鼓劲强动力，鞭策

“蜗牛”变“蜜蜂”。

华阳街道破解“小区停车难”
长期以来，华阳街道辖内御东国际小区停车难成为社区治理中的

一个突出问题。近日，华阳街道组织召开座谈会，社区、居民代表、物业
代表、开发企业代表共同协商议事，开发商代表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方
案。目前已对小区周边商铺施划车位，预计增加地面停车位1000多个，
并在近期施划到位。 刘凯 汪静 摄影报道

志愿服务进乡村
近日，句容市茅山卫生院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永兴村开展志愿

服务。为村民提供了测血压、血糖、血脂等免费健康体检项目，耐心解
答村民提问，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治疗建议，指导合理就医用
药，帮助村民掌握基本的健康保健知识。 施俊峰 摄影报道

“负担”减下去“效能”提上来

后白镇练好“四字真经”

宝华村无人机“上岗”
为基层乡村治理智慧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