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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师二附小举行
校园文化艺术节暨体艺社团汇演

一花引来百花开
—记新渡乡人大代表、朱集村计生协会理事姚国军带头致富、帮贫致富的先进事迹
——
■ 朱希林

在新渡乡朱集村， 提起乡人大代
表、村计生协会理事姚国军，有人马上
说：
“
他带头宣传计划生育， 尤其是带
头致富、帮贫致富，带动我们村民一起
富， 是大家伙选上来的好人大代表
啊！ ” 2013年他被市评为“五型”农
民培育园丁，2014年被市表彰为劳动
模 范 ，2015 年 被 评 为 “淮 阴 好 人 ”，
2016年被区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连
续多年被乡党委、 政府表彰为先进个
人。村民们夸他是“小蒲包装钉—漏尖
啦！ ”
进入不惑之年的姚国军是朱集村
8组村民，大专文化，有经济头脑，精
明能干，1996年就当选乡人大代表。

他常说：
“
人民选我当代表， 我必须发
挥代表作用，带头宣传计划生育，积极
干好计生协会工作， 更注重带头勤劳
致富，还要带领群众一起富。 ”他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样干的。
早在2002年初，姚国军就大胆承
包淮阴区蚕种场32亩耕地，与原市大
地公司签订甜玉米订单。 由于他科学
种植，当年纯收入3万多元，这在当时
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收入。 2003年他抓
住乡境内上海宝山奶牛场双坝分场发
展千头奶牛的机遇，科学种牧草，承包
地扩大到70亩，一年纯收入7万多元。
“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花满园”。
2004年起，姚国军配合村两委向群众
宣传种植牧草的好处和技术知识，带
动全村500多农户种植千亩牧草，全
村专业年收入超过百万元。 2009年秋

起通过土地流转， 他带动全村104户
发展千亩钢架大棚蔬菜， 户均年收入
超过10万元，他一家就种植了40亩大
棚蔬菜， 专业年收入40万元以 上 。
2013年起， 姚国军流转承包朱集村6
个组连片的1103亩土地，成立国军土
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建起了芮淦粮食
种植家庭农场，科学种植稻麦，发展高
效农业。 在他流转承包的1103亩土地
中， 除外包给10户220亩土地种植大
棚蔬菜外， 其余他全部种植高产优质
稻麦，年均纯收入40万元出头。 2015
年起， 姚国军带头成立大鹏土地耕作
合作社， 共有6台大拖拉机、6台收割
机、4台播种机、两台插秧机、3辆机动
三轮车，既方便了群众耕种，又增加了
经济收入， 仅此一项他年收入10万
元， 其他从业户年收入均在3万元以

上。 他流转承包朱集村连片的1103亩
土地， 使涉及到的6个组300多户420
多人得以外出务工经商， 人均专业年
收入突破3万元。
作为乡人大代表， 姚国军带头致
富、 带动群众一起富， 更注重帮贫致
富， 乐于为社会作奉献。 他常年吸纳
12个低收入村民在他的家庭农场打
工，人均专业年收入2万-3万元。 3组
低收入户韩国会由于常年在姚国军的
家庭农场打工，腰包渐渐鼓了起来，由
小瓦房建起了3间小楼房。 姚国军还
捐出6万元为本组铺设了1300多米长
的水泥路。 采访中， 一位村民激动地
说：
“国军这个代表啊，办事让人佩服，
我们信得过！ ”

■ 安振宇

胡长青

蔡海军

本 报 讯 为了进一步展示素质
教育的丰硕成果， 展示少儿的艺术
才华，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近日以“乐享童年，快乐成长”为主
题， 举行校园文化艺术节暨体艺社
团汇演， 为全校师生及部分优秀学
生家长代表献上了一份文化艺术盛
宴。
五年级同学的诗朗诵《书韵》拉
开了汇演的大幕； 琵琶社团的同学
们表演的《南泥湾》把大家带进了战
火纷飞的年代；在淮安市首届“建平
杯” 二胡大赛中获得小学组金奖的
五2班寇鑫垚同学的二胡独奏 《赛
马》，更是把大家的思绪带到万马奔
腾的蒙古大草原； 小白灵合唱团带
来的 《月亮粑粑》、《闲聊波尔卡》和
《最好的未来》， 把大家带回到美好
的童年时光。 该校粘贴画社团、书法

社团、儿童画社团、沥粉画社团、工
笔画社团、布艺社团、线描画社团、
剪纸社团、卡通画社团、国画社也展
示了他们的作品。
本学期， 该校各个社团参加各
级各类比赛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男
子篮球、 女子篮球队均取得淮安市
小学组亚军； 羽毛球队取得淮安市
小学组团体第五名； 田径队取得淮
安市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团体总分第
六名的好成绩。 轮滑社团队员张喆
熙同学参加徐州站比赛， 一举打破
两项全国记录。 该校艺术社团参加
市、区各级各类比赛，同样取得了优
异成绩。 民乐社团、合唱社团、舞蹈
社团在淮安市第五届中小学艺术节
获得三项一等奖， 在参加淮阴区第
21届中小学艺术节各项比赛中获得
两项特等奖、两项一等奖。 民乐团获
得淮安市小学组民乐比赛第一名。

越河村活动坝支线（王杨路）
道路工程建设全面启动
■ 陈浩

端午节之前，淮安市纪委
“
阳光扶贫” 志愿者们来到刘
老庄小学，与挂钩帮扶的留守
儿童一起开展了主题为“端午
结同心”的公益活动，向孩子
们赠送了精心挑选的小礼品，
并和孩子们亲切谈心，和孩子
们一起学剪纸。
■ 肖颖娟

张永梅

本 报 讯 近来， 王营镇越河村
活动坝支线（王杨路）道路工程已通
过了图纸审查， 标志着淮阴区王营
镇越河村活动坝支线（王杨路）道路
工程建设已全面启动。
本项目位于淮阴区王营镇，道
路北侧起于与黄河西路交叉处，向
南止于杨庄船闸处， 全长约
2.192km，宽8m、9m、12.5m不等。 老
路现状病害较多，主要以块裂、重度

淮阴实小
开展
“
三查三清”作风专项整治
■ 王明明

端午粽飘香

浓浓计生情

——
—王营镇组织开展特殊计生家庭心灵放松幸福之旅活动侧记
■ 侍亮山

胡业石

“贴近点、手拉手、笑一笑”……
再来一张，随着手机快镜头咔嚓咔嚓
响起，一张张笑脸定格在幸福的画面
中。 6月14日，王营镇计生协在区计生
协的精心指导下，携手于洋心理服务
中心，邀请全镇37个特殊计生家庭开
展了一次心灵放松幸福之旅活动。 37
个特殊计生家庭在工作人员的陪护
下， 来到了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
项王故里历史名胜景区，感受山水相

连、花团锦簇、风光旖旎的全国文明
城市的魅力。
旅途中， 工作人员悉心陪护，用
美景调剂心灵，让特殊计生家庭感受
到人间处处是温暖。 随团的张女士告
诉我们： 起初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
怕别人问起伤心事。 我通过参加镇计
生协开展的“连心家园”等活动，认识
了许多和我同样经历的人，大家相互
倾诉、相互交流、相互慰藉，让我感受
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通过旅游参观，37个特殊计生家
庭欣赏到了祖国的自然美景。 一天短

暂相处，他们和计生协会工作人员及
心理工作者结下了友谊。 他们纷纷通
过微信群写下了旅游的感受：“生活
是多姿多彩的，愿美好多一点，灰暗
少一点”、“珍惜当下，生活美好”……
活动结束，镇计生协和心理工作人员
将手工制作的小礼品送给每一个参
与活动的特殊计生家庭成员，并送上
一份飘香的粽子。 特殊计生家庭纷纷
表示组织这样的旅游活动很有意义，
他们玩得很开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关
爱。
近年来，王营镇通过成立特殊计

生家庭“连心家园”爱心组织，除了在
政策上、生活上继续给予经济支持以
外，还以“抱团取暖”的模式，定期组
织大家参加集体活动， 如外出旅游、
节日茶话会……让这些彼此遭遇相
似的家庭，互相慰藉、互相勉励，携手
走出伤痛。
“与爱同行，让爱永恒”。 王营镇
计生协会和于洋心理服务中心负责
人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送给特殊计生家庭，让他们脸上
留住灿烂的笑容，让他们安享多姿多
彩的幸福生活。

本 报 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认真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打赢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 进一步强化干部队
伍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淮阴实验小
学党支部近日开展“三查三清”作风
专项整治行动。
实小党支部全体党员利用
“三会一课”等载体，采取集中学习、
个人自学、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组
织党员教师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章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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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水利局组织职工体检

李勇

今年6月是
全国第17个、全省第25个
“安全生产月”，淮阴区民
政局积极组织参与全 国
“安全生产月” 应急和安
全知识竞赛；6月15日上
午参加区“安全生产月”
咨询活动，重点宣传救灾
救济知识，共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180余份， 接待咨
询60多人次。
开展主题动员活动。
该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成
海在动员中指出：生命只
有一次， 安全莫当儿戏，
全局上下要认真学习 安
全知识， 宣传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 食品安全，提
升安全能力，打造幸福家
庭。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该局组织观看电动车 防
火警示宣教片和典型 火
灾警示教育片，对典型事
故进行剖析，吸取事故教
训，推进安全生产，提高
安全法制意识。
开展培训和演练活
动。 邀请区专家讲解食品
安全知识和消防知识。 针
对夏季特点，将安全知识
教育和应急救援工作 融
入演练活动，各养老院认
真学习，切实提高演练的
严谨性和可操作性，提高
养老机构防灾、避灾和自救、互救
能力， 提高科学施救和事故灾难
应急救援能力。
开展文艺演出活动。 近日，该
局与区安监局联合组织开展安全
文化进社区、进养老院文艺演出，
《儿行千里母担忧》、 《常回家看
看》等歌舞受到欢迎，提升了安全
素养，营造了安全氛围。
本报讯

■ 安业闯

乔小敏

本报讯 近日， 淮阴区水利局组
织机关干部职工到区人民医院进行全
面身体健康检查。

此次体检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
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胸
部X光透视、彩超、女职工妇检等常规
检查， 让广大职工及时全面了解自身
的健康状况， 做到无病早知道、 早预

防，有病早调理、早治疗。
这次体检充分体现了该局关爱职
工、以人为本的理念，有效地增强了单
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使职工切实感
受到单位的温暖。

崇高源于微小 收获来自付出
—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位家庭医生的工作日手记
——
■ 李波

6月8日，高考的第二天，平凡而
又充满希望的一天。
伴随着清晨6：00闹铃的响起，新
的一天开始了。初夏的清晨，太阳透过
云霞从密密层层的枝叶间露出了胀得
通红的脸庞，似一个害羞的小姑娘。今
天是我们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
医生党员服务第十团队为辖区65周
岁以上老年人上门体检的第一天，6:
30我们一行5人各自带好相关体检用
物从医院集合出发。
第一家是居住在爱琴海小区10
号楼的李前永爷爷家。 他们家老夫妻
俩，一个89岁，患有10年糖尿病；另一
个90岁，有近20年高血压病史。 刘奶
奶不慎跌倒导致骨折已卧床半年，是
我们个性化服务包签约者， 我们每周
定期上门为其冲洗膀胱、更换导尿管、
监测血糖、 指导运动功能康复训练及
常规家庭护理。“
李队长，这么早你们
就来了呀，吃饭了没？ ”李爷爷开门后
热情地问道。“
没呢，给你们体检完了
再说，刘奶奶起来了没？ ”我一边笑着
回答，一边搬下体检用物。“
起了，昨儿
你们说了要来，我们都等着呢”。 接下
来， 我们各司其责， 分别进行体格检

查、抽血、查心电图和B超等，忙完已
是半个小时后。 我们收拾行装辞行准
备赶往下一家。“吃了早饭再走吧，饭
都做好了。”李爷爷说着便拿起桌上的
一碗鸡蛋使劲往我怀里塞，“不了，不
了，我们还预约了下一家，时间来不及
了，谢谢您。 ”我一边推脱一边往门口
走去。
接着我们来到体检的第二家，看
望现住福利院的朱秀英奶奶。 朱奶奶
今年89岁，糖尿病病史10年，原住爱
琴海小区，独居，因为不喜欢孤独便要
求暂居福利院。 两月前因下肢感染形
成褥疮行动不便， 签约要求我们上门
为其换药、清洗疮口。 去时，朱奶奶的
大儿子已在福利院门口等候，
“实在不
好意思，这么早还让你们来，辛苦你们
了。” “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奶奶没吃饭吧？”
“没，饭弄好了，等
体检结束了李队长一起留下来吃个便
饭吧。 ”
“
不用了，还有下一家呢，而且
我们也吃过了。”我婉言谢绝。接着，又
是一阵忙碌，二十分钟后，我们向朱奶
奶一家人告别，打算前往下一家。此时
躺在床上的朱奶奶向身旁的大儿子发
话了：
“
儿子， 你把我床上的苹果给小
李他们拿着，路上吃，大早上来，水都
没喝一口……”我一听急忙摆手，趁着
朱奶奶儿子洗苹果的空隙， 带着大家

赶紧溜了。
接着我们又去了第三家…...相似
的情节还在一幕幕地上演。 由于大家
都还有正常的门诊班要上，早上8:20
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上门体检， 接下
来大家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各就各位
的日常医疗工作。
下午又到了我们下社区的时间，
地点是左岸王府。 午后两点的太阳似
乎也被我们的热情给感染了， 酷热难
耐。 我们一行9人，有的驻扎现场测量
血压、血糖，进行用药指导；有的给老
年人发放体检反馈单并现场解答相关
健康问题； 有的上门为个性化签约者
服务……不知不觉到了4:30，我们一
行中上白班的继续回医院上班， 上夜
班的回家吃饭洗澡。
5:30已到下班时间，此时的我桌
上还有一些体检反馈表没写完， 我犹
豫后还是写完了这些反馈表才下班。
6月8日，平凡而又充实的一天就这样
结束了。
做家庭医生这几年里， 我始终坚
信：丰碑无语，行胜于言。 居民在你心
中分量有多重， 你在居民心中分量就
有多重。 崇高源于微小， 收获来自付
出。
来吧，一起努力吧！我们今天的负
重前行，就是为了明天的健康中国。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文件精神，并召
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努力解决当前
淮阴实验小学党员干部作风、 纪律
方面存在的苗头性、 倾向性及其他
突出问题， 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
纪律规矩意识，改进工作作风，努力
建设一支扬正气、敢担当、重落实、
善创新的党员教师队伍，为实现“四
好”教育提供坚强保障。

淮阴妇幼保健院
举办急救技能知识竞赛
■ 韩佳

■ 汪厚林

龟裂、 坑槽等为主， 道路破损率为
65%左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给地
方群众出行带来不便， 同时活动坝
支线（王杨路）又是淮安市海螺水泥
厂与华能电厂必经之路， 严重影响
了地方经济发展。 为保障道路交通
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淮阴区公路
站依区领导批示意见， 决定对该路
段进行改造，总投资约1700多万元。
该项目改造完成后， 将给地方
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方便，有力地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

本 报 讯 为提高医护人员应对
突发事件医疗急救综合反应能力，
近日， 淮阴区妇幼保健院举办急救
技能知识竞赛活动。
此次比赛分为医生组和护士
组， 共123人分场次进行集体统考。
考试内容主要为 《江苏省急诊科建

设 管 理 规 范》、《江 苏 省 急 诊 “三
基”》、《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等
相关急救知识。 通过考试，有力地促
进了医护人员掌握急救基本理论。
据悉， 近期该院还将举行急救
技能操作比赛， 并将急救技能培训
与竞赛作为常态化学习的手段，提
升医护人员急救能力和水平。

淮阴教师进修学校
举行学生技能大赛
■ 柯秋香
本 报 讯 为了进一步深化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 加强幼师人才队伍
的建设，突出专业技能教学，展示才
女风范， 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
人才， 淮阴区教师进修学校近日举
办了以“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为主题
的2018年校技能大赛活动。 经过师
生共同努力，大赛获得了圆满成功。
技能大赛分为两个阶段： 班级
预赛和校级决赛。 各班级通过预赛
选出5名选手参加学校决赛。 技能大

赛内容丰富，包括7个项目：绘画、唱
歌、舞蹈、弹琴、手工、粉笔字、演讲。
各班同学准备充分， 严格遵守赛场
纪律，尽展其能、各献绝技。 歌曲《天
亮了》、钢琴曲《梦中的婚礼》、演讲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舞蹈《绒花》、
以大自然为主题的时装秀、 浓淡相
宜的水墨画……都赢得了观众一致
好评。
经过激烈角逐，杨芸芸、刘冉等
10名学生获得十佳全能奖，周艳、温
婷等35名同学获得单项奖， 两个班
级获得团体奖。

为帮助检察干警熟练运用PPT进行案件、 工作汇报， 淮阴区检察院在前
期集中培训的基础上， 6月21日组织全院48周岁以下干警、 聘用制书记员进
行PPT制作集中考核， 纪检监察部门现场监考督察， 进一步提升了检察干警
PPT制作水平。
■ 张海芹 张传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