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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孩子们的消防意识，普及
消防安全知识，10月13日，惠山区消
防大队消防员来到长安中心幼儿园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图为小朋
友“零距离”体验消防装备。

（陆丽霞 摄）

本报讯 梁溪区惠山街道蓉湖社区
元康弄小区位于运河西路，是上世纪末建
设的一个老小区。多年来，由于小区基础
设施老化、人员构成复杂，供水、停车、治
安、消防、环境卫生等问题常常困扰居
民。尤其物业倒闭后，总户数仅63户的
小区也没有成立业委会，致使小区管理形
同虚设，居民们纷纷对此不满。

2018 年，蓉湖社区党总支牵头，
发挥党员骨干核心作用，通过“自
荐+互荐”的宣传发动，让愿意参与小
区治理的居民们组建成立红色自治小
组，并成立花园议事厅，帮助小区建

立起居民自治模式。“居民的事情居
民做主，困难的事情社区帮扶。”如
今，小区治理实现了共治共享，面貌
已焕然一新。

“王老师，我发现景观灯铁皮脱落
了，很危险。”“收到，我马上反馈处理。”
每天，元康弄小区自治微信群里都很忙
碌，自治小组组长王老师在群里及时收
集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景观灯铁皮脱
落，从发现隐患到上报问题，再到社区、
街道、区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完成整改，前
后不到2个小时，居民们由衷地感叹各个
环节的紧密衔接和各部门办事效率之

高。为了实现小区自治决策的科学、合
理，元康弄小区自治小组的12名成员中
既有外来人员，也有本地居民；既有30多
岁的年轻人，也有70多岁的年长者；既有
党员，也有群众。今年，结合“自治社区”
环境治理方案，针对元康弄小区存在的
乱堆放等现象，社区又组建了元康弄小
区花园议事厅，组织居民开展协商议事，
寻求解决办法。

居民在小区平台种菜一直是小区治
理中的一个顽疾。小区自治小组依托花
园议事厅，发动大家集思广益，并一致决
定通过居民自筹的方式，将原本脏乱差

的小区平台建设成为大家共同打造和维
护的“红色花园”。在4名党员骨干牵头
奔走下，居民们纷纷参与。4号门的图文
设计公司封老板自告奋勇捐赠户外椅一
套，供大家使用；爱好养花弄草的居民拿
出了漂亮的花盆，共同规划布局，有序摆
放；热心居民俞师傅还协助自治小组，主
动为募集小区公共设施维护资金四处奔
波。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现在，元康弄
小区花园议事厅不仅成为议事协商的场
所，更让居民们有了“共治共享”的直观
感受。

（王庆华、史雯）

组建红色自治小组 建立花园议事厅

蓉湖社区居民自治让老小区换新颜

本报讯 “希望我们的校外辅导站一
直开下去，这里是我们最开心的地方……”
日前，旺安社区一群孩子和家长得知当地
的校外辅导站因故需要暂时关闭几天后，
向华庄街道关工委主任赵生男提出请求，
表达了对这个家门口的“乐园”依依不舍之
情。收到孩子们的请求，赵生男与关工委、
当地社区干部商量后，决定改变原定计划，
并加派人手，使这个辅导站继续向孩子们
正常开放。

“通过‘党建带关建’的模式，我们在全
街道17个社区全部建立了由老党员、老干
部、老同志领衔，社区党组织全力支持的校
外辅导站，使之成为孩子和家长流连忘返
的‘第二课堂’。”赵生男说，刚刚过去的暑
假，华庄街道各校外辅导站根据当地中小

学生的特点和需求，精心设计了思想教育
类、行为指导类、社会实践类、文体技艺培
训类、家庭教育类等20多个活动项目，受
到孩子和家长的热烈欢迎，前来“第二课
堂”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超过3200人次，
许多孩子用三个“最”描述自己在校外辅导
站度过的时光——最快乐的一天、最兴奋
的一天、最幸福的一天。

爱党、爱国、爱家乡是“第二课堂”开展
教育活动的主旋律。水乡苑第一社区把

“爱党爱国”教育渗透到红色剪纸活动中，
让青少年体验党的伟大、国家的强盛、家庭
的幸福。尚锦城社区利用社区“传旗华庄、
红扬尚锦”展示廊，在向青少年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的同时，还贴近社区青少年的学习
愿望，联合培训机构开展阅读、书法、美术、

手工培训。落霞苑第一社区、落霞苑第二
社区、落霞苑第三社区、旺安社区等携手驻
锡某武警部队，共同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难
忘的军营体验课，并聘请专家学者为孩子们
讲述“唐诗宋词里的无锡情怀”，让孩子们在
高水平的课外教育中获得思想升华。

除了理想情操教育，华庄街道关工委
还特别注重课外教育中的趣味性、知识
性。街道关工委主任赵生男介绍，旺安社
区推出的“环保志愿行”“敬老助残”“守护
生命之花”等活动，把知识融入活泼有趣的
活动之中；周潭社区则着眼于孩子们健康
成长，开设了“爱心出行活动”“阅读伴我成
长”“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校外课程；太湖
社区关注传统文化教育，为中小学生开设
了国学讲座。 （晓华）

“第二课堂”建到孩子家门口

华庄街道17个社区建有校外辅导站

近日，在新吴区旺庄街道群星社区举行的“党建引领，乐馨
家园”居民自组织培育项目风采展示活动上, 由辖区居民组成
的群星艺术团表演舞蹈《沂蒙颂》。据了解，该项目实施两年
来，通过开展“我的活动我来议”议事体验、致敬抗“疫”英雄等
活动，不断培育和壮大骨干居民队伍，提升居民自组织能力，为
社区和谐建设凝聚了更多的力量。 （张巍 摄）

10月13日，惠山区堰桥街道2020年“蓝盾杯”篮球联赛落
下帷幕。在6天的角逐中，刘仓社区、堰桥高中、堰桥派出所等
8支参赛队伍以良好的精神风貌、精湛的球艺，为现场观众献上
了一幕幕精彩的瞬间。 （淼珺 摄）

本报讯 “经过整治后，村里的环境好
很多了。”近日，正在自家门前小树下休憩
的惠山区阳山镇高潮村村民吴伟忠告诉笔
者，现在，村里的卫生死角不见了，原本茂
盛的野草丛也被集中清理，整个村庄的人
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去年以来，高潮村以科学规划为引领，
抓薄弱、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不断优化
区域布局，提升人居环境，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取得了实效。特别是7月份以来，高潮
村结合“洁美阳山”专项行动，对村头巷尾
存在的垃圾乱堆乱放、地面不平整、路面积
水、路面破损等现象进行集中整治。“通过
整治，不但环境变好了，村民的环保意识也
有了进一步提高。”高潮村党总支副书记李
科明介绍说。

高潮村位于阳山镇西部，与常州武进
接壤，村民以种植水蜜桃为主。由于村民
多数都有搭建棚屋及在房前屋后种菜的习
惯，影响了村里的环境。自7月份以来，高
潮村成立专项行动工作小组，因地制宜制
定环境整治提升方案，对乱堆放、旱厕、鸡
鸭棚等进行集中整治。迄今，该村已清理
垃圾224吨，拆除鸡鸭棚28个，清除违章
搭建彩钢棚105平方米。同时，该村计划
投入321万元，通过开展点源治理、在河道
内设立曝气装置和浮箱绿化，对自然村环
境进行提档升级。目前，该村已封堵排污
口11个，3条内河水百分百达到了三类水
标准。

“要积极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中来，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
生活方式。”高潮村党总支书记曹鹏介绍
说，下一步，将与村民自治理事会合作，对
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督查问责，逐步构
建起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 （俞显峰）

投入321万元提升村庄环境

高潮村整治环境

扮靓美丽家园

本报讯 9月28日，滨湖区马山街道
食安办接到群众举报，称乐山新村辖区内
一处破房子里有加工卤菜作坊，其卫生条
件差，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接到举报后，食
安办检查人员立即联合市场监管局执法工
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检查，发现这是一家
无证无照从事制作销售卤菜的“黑作坊”，
当场对这家“黑作坊”进行了查处。

当执法人员来到现场时，发现该作坊
位于一家破旧出租屋内，最外面房间摆放
着3个冰柜，存满了烧制卤菜用的鸡鸭等
原料，中间房间放着简易的卤煮锅，旁边的
窗户已破损，窗外堆放着建筑垃圾，屋内墙
角随意堆放着装有卤水和鸡鸭的塑料桶、
塑料筐。作坊内有一人正在把卤好的蹄
髈、咸水鸡搬到三轮车上，准备运到附近的
市场上去销售。面对执法人员询问，该作
坊老板声称自己在乐山市场有家门店，店
里证照齐全。

经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该作坊在出
租房内从事卤菜加工，然后对外销售，但当
事人无法提供《食品加工小作坊许可证》等
相关证件，涉嫌无证无照从事卤制品制作
和销售。整个加工场所无“三防”设施，周
边卫生环境差。此外，加工作坊使用的器
具、设备、设施均达不到标准，有较大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执法人员立即向其传达了
国家有关小作坊生产要求，责令当事人立
即停产整改，并当场开具了执法文书，要求
在限定的时间内整改到位。“在后续检查回
访中，发现该加工作坊没有整改到位，执法
人员依法对该作坊予以查封。”滨湖区市场
监管局马山分局陈桦副局长表示，食品安
全小作坊的监管已成为当前食品安全监管
的重点和难点，下阶段将持续抓好小作坊
食品安全综合治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乔德花、李燕冰）

马山街道

查封一卤菜“黑作坊”

本报讯 日前，梁溪区北大街街
道文化站携手梨花社区举办邻里文创
节，向居民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成就。

本次邻里文创节融合舞台表演、
非遗艺术展示、传统非遗手工体验等
于一体，吸引了大批居民前来观看。
许多居民还通过打卡拍照的形式，成
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当天，在活动
现场不仅有旗袍、戏曲、古琴茶艺展
示，还设有项目体验展位，居民在现场
就能亲自动手参与制作，感受古老手
工艺品的质朴魅力，进一步激发了人
们对传统非遗文化的热爱。

（北文）

北大街街道
举办邻里文创节

本报讯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太
湖街道尚贤社区邀请辖区老人开展

“微盆景、悦生活”微景观盆景制作活
动，丰富了老年人晚年生活，进一步
增强了老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

“请大家一手扶苗，一手慢慢倒入
营养土，待土盖满全部根系后再缓缓
注入清水，铺上小砂石，点缀小装饰。”
在社区工作人员耐心指导下，一盆盆
漂亮的微盆景完成了，大家的脸上都
洋溢着成功的喜悦。活动中，老人们
还相互交流、互相学习，了解种植技巧
和养护知识。“平日里我就喜欢弄个花
花草草，今天制作的微盆景很漂亮，还
学习了养花知识，很有收获。”参加活
动的张阿姨高兴地说。

（花旻）

尚贤社区
老人制作微景观盆景

本报讯 为引导青少年进一步增
强对身边小康生活的认识，培养青少
年主人翁意识和创新想象能力，10月
12日，梁溪区山北街道星惠社区关工
委举办了一场“童心绘小康”青少年绘
画活动。

崭新的道路、湛蓝的天空、清澈的
河水、奔波的志愿者阿姨……孩子们
凭借自己对主题的理解和无限的想象
力，用自己稚嫩的小手和彩色的画笔，
一丝不苟地勾画出他们身边的小康景
象和美丽家园，一幅又一幅充满童真、
童趣的图画跃然纸上，展现出星惠社
区居民的小康新生活。据了解，通过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小康生
活的点点滴滴，提升了自身的观察能
力，并在绘画活动中获得美的熏陶，享
受艺术的快乐。

（卢丹蕾）

星惠社区
稚嫩小手画出身边的小康

昨天，梁溪区上马墩街道保洁
人员在用高压水枪清洗垃圾房和垃
圾桶。今年以来，上马墩街道不断
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每周派
保洁人员对居民小区内的垃圾房和
垃圾桶进行清洗，确保居民日常生
活健康卫生。 （惠宾 摄）

◀

▲

八一建军节前夕，和桥镇司法所民事
调解员姜杰被宜兴市司法局评为“2020年
度优秀复转军人”，这是他继获得“宜兴市
优秀人民调解员”“宜兴市先进工作者”等
称号后的又一个荣誉。

勤于学习增才干

2011年，姜杰报名参加了郑州大学法
学系本科的学习，经过3年刻苦的学习，终
于取得本科毕业。

他坚持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在实践中
提升自己的能力。结合工作特点，他把学习
的重点放在民法通则、婚姻法、侵权责任法、
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方面，遇到不懂的或者难
以理解的，就向老师和律师朋友请教。随
着形势的发展和人民调解工作难度的增
加，姜杰不放弃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上级每
年举办的培训班、所里开展的各项业务学
习，他每次都不缺席。随着对法律的越来
越了解，他对法律法规的运用越发自如，也

为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敢于作为解民忧

作为一名调解员，姜杰每天面临的是
带着各种各样问题和纠纷的来访人员，必
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要给出符合法律规定
的解答。10多年来，无论是个案还是群体
性上访、无论是突发事件还是常规性纠纷，
他都能从容应对，积极作为。迄今，他已调
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000多起，涉及金额
3000多万元。

每到年底，劳资纠纷比较突出，涉及人
数较多。“这些劳动者都处于弱势，即使有
时说一些难听的、过火的话，也要耐心听
完，绝不能草率从事。”每次，姜杰一方面尽
力安抚这部分人的激动情绪，仔细倾听他
们的陈述，另一方面又与相关企业联系，了
解情况，拿出解决方案，让当事人高高兴兴
回家过年。在去年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中，姜杰奉命前往参与处置。他急人所难，

循循善诱，连续三天三夜未休息，妥善圆满
地完成了任务。

善于调解防激化

无民事纠纷转化刑事案件、无因民事
纠纷引起的非正常死亡、无因民事纠纷引
起的群体性上访，这是人民调解工作的一
个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三无”目标，
姜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矛盾纠纷
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姜杰把“情、理、法”有机结合起来，采用
“背靠背”的方法，把受害人与肇事者分开做
工作，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通过对
双方换位思考，协商解决纠纷，平息事态。
他还为全镇20个基层调委会开展业务辅
导，传达最新法律政策、会诊疑难纠纷、交
流调解经验。在姜杰的带领下，10多年来，
和桥镇司法所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人
民调解工作已连续8年保持“三无”纪录，受
到上级司法部门的高度赞扬。 （蒋培新）

巧化干戈为玉帛
——记宜兴市和桥镇司法所民事调解员姜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