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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爱心

精彩不停歇 开启幸福年
悠园社区

一台“春晚”，才艺达人来献艺
2018年2月

13日
星期二

晚报讯
“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根针’说的就是我们新时期的社区工作。
作为社区工作者， 我们要本着服务于民
的宗旨，开展各项工作。请欣赏悠园社区
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的手舞表演 《小人
物》。”2月11日的悠园社区居民文化活动
中心里，随着报幕员话音落下，一群俏皮
的手舞人物上台了，伴随着动感的音乐，
手舞人物夸张而充满活力的表演， 引得
台下阵阵大笑。 表演结束， 演员们露出
“真容”， 观众们的掌声和笑声更大了，

“原来是你们啊。 ”看到每天都为自己服
务的社区工作者出现在舞台上， 观众中
传出这样的声音。
这台文艺演出是悠园社区举办的
“春晚”。“
社区居民文化活动中心在一个
半月前正式启用了， 我想着这么好的舞
台，应该好好利用，让它在春节里给居民
献上‘大餐’才对。 ”社区书记姬民国说。
在社区的鼓励下，众多居民报名参与“春
晚”。社区居民童菊红推荐外甥女陈文静
来演奏古筝， 陈文静曾经在新加坡歌剧

院做过表演， 也曾经在北京大学的文艺
汇演中获过金奖， 她演奏的一曲 《战台
风》精彩传神，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此
外，社区居民的淮剧演唱、架子鼓演奏和
街舞表演等众多节目， 都收获了观众热
烈的掌声。
记者了解到， 悠园社区居民文化中
心投入使用的一个半月来， 已举办演出
活动十多场，吸引了大量居民前来观看。
■社区记者 潘晓晔
准备演出的小演员们

杭州路社区

一堂法制课，过个平安幸福年
晚报讯 “我就不懂了，过年家里人
打打麻将热闹热闹，难道也不可以吗？ ”
2月11日上午，清江浦区水渡口街道杭州
路社区的春节法制讲座上， 人群中一个
声音高声问道。“打麻将是人们休闲娱乐
的一种形式，节假日各单位都放假了，大
家聚到一起，娱乐娱乐本无可非议。 ”清

江浦区普法达人、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赵成树不慌不忙地回答：“
但任何事都有
个度，一旦超出这个度，就改变了娱乐的
性质。 ”
赵成树进一步向大家解释，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规定：以营利为目
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

资较大的， 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
下拘留， 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
款。 说完赌博，赵成树还提醒大家，节日
期间切勿酒驾。
赵成树的讲座图文并茂，生动形象，
结合诸多身边案例，使与会者听得入神，

领会明确。 老党员郝大爷说：“过去我们
只知道逢年过节打打麻将，喝喝小酒，乐
呵乐呵，输个千儿八百的也无所谓，今天
听了讲座，麻将还是不玩的好，‘掼掼蛋’
就蛮好！ ”
■社区记者 潘晓晔

优诗美地小区

一场掼蛋赛，邻里关系更和谐
晚报讯 10日下午2点，优诗美地小
区物业邀请近50名业主， 在小区活动室
举行了一场掼蛋比赛。 参加活动的纪女
士一边打牌， 一便笑着说：“我们都住在
楼上，平时很少串门，甚至连对门姓什么
都不知道。今天这个活动就挺好，大家坐

在一起打打牌，放松放松，还能认识不少
人呢！ ”
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国
英告诉记者，考虑到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物业决定搞一次掼蛋比赛， 和业主一起
热闹热闹，也借此让邻里关系更和谐。

比赛当天， 参赛业主通过抽签临时
组合在一起，足足凑了十来桌。比赛实行
单轮淘汰制，并决出前三名。 下午5点左
右，这场掼蛋比赛才最终决出胜负。为了
感谢广大业主的参与， 小区物业为每位
未获得奖项的业主准备了一份纪念品，

前三名更是拿到了价值百元的奖品。 纪
女士告诉记者， 她以前也经常参与物业
搞的活动。对她而言，这是业主之间互相
接触的好机会，让大家走得更近，关系更
好。
■社区记者 李吉华

华都名邸小区

一个爱心活动，35户家庭领到年货
晚报讯 “
我代表所有孩子的家长，
真心地感谢你们。”17岁少年小达的爷爷
诚恳地说。 9日下午，清江浦区华都名邸
小区里的一处民房中，熙熙攘攘都是人。
只见他们大包小包地从这里搬出一样样
年货，满脸都是喜悦，他们还互相热情地

打招呼， 看上去就像一个热闹的大家庭
正在准备年货。事实上，他们都是清江浦
爱心志愿者服务社长期关注的困境群
体。
小达自小没有父母， 和年迈的爷爷
相依为命，几年前，他和服务社结缘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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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在很多上一辈人的记忆里，
春节前，每家每户必须要干一件事——
—洗
被罩。 现年55岁的王女士对于小时候过
年，记忆最深刻的事便是洗被罩了。
王女士介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
每家每户用的几乎都是棉花做成的棉被。
那时候没有现成的被套，要用一块被面加
一块被里子，用针线缝在被胎上。 缝制的
被套因为拆洗不便，加上那个年代的卫生
习惯，每家每户都要赶在春节前，花个半
天时间，把被子拆了，浣洗被面和被里。
“
我们小时候， 时新龙凤呈祥的红色或者
绿色的缎面被面，白棉布被里子。 ”过年
前洗被子，家家户户门口、巷子里，都会支
起高矮不一的竹竿，拉上绳子，晒起红色、
绿色、白色的大块布。 孩子们在布里钻来
钻去的场景，至今王女士回忆起来总会开
心地一笑，“被面被里的布很大，晾起来都
快拖到地上，我们就在里面躲猫猫。 ”
王女士说，为了讨个好彩头，每年春
节前缝被子，母亲总会用新棉花捻上一股
子新线。 挑选上好的长绒棉去籽后，用筷

子不停敲打，把棉花弹起，再花上一个晚
上， 用捻线砣把一团团棉花捻成粗棉线，
“
线要比一般的棉线粗， 捻不到那程度，我
妈不休息。”小时候，看着母亲捻线，线砣转
啊转啊，把她转睡着了，醒来后，母亲的线
也捻好了， 然后她再和母亲一起收拾好针
线篮子，美美地期待缝被子的时刻到来。
说期待缝被子，因为缝被子时，被子
会被铺在一张放在地上的席子上，小孩子
们总会脱了鞋，赤着脚，跑上去滚一滚。 大
人拿出一根选好的大号缝被针， 穿上线，
一针一针地把新棉线从被里穿到被面，又
从被面钻进被里，被子缝好了，小孩子也
疯累了，“
然后我们就抱着被子上床，美美
地睡一觉。 ”王女士说。
如今，王女士已经进城生活，家里也
早已用起了成品的被套，“现在要买一根
合适的缝被针都难了，时代发展太快了。 ”
不用捻线缝被子，但王女士至今还遵照着
旧时的习俗，每年春节前，总会洗干净被
套，等待着新年的到来。
■社区记者 伍树燕

直受到服务社负责人杨玉琴妈妈般的照
顾。 小达的爷爷是第一次跟孙子一起来
服务社，“
老实说，我以前总是将信将疑，
不相信会有这么多热心的人能不求回报
帮助别人，今天来这里，看到这么多有爱
心的人忙里忙外给我们准备年货， 心里

真是很感动。 ”小达的爷爷对记者说。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当天共发放了
35份年货，领到年货的有失独家庭、残疾
家庭和因病致困家庭。
■社区记者 潘晓晔

淮安市实验初级中学召开
2017年度班子成员专题组织生活会
2018年2月10日上午, 淮安市
实验初级中学召开2017年度支部组
织生活会。
本次会议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为主
题，围绕《党章》、《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的若干规定》、《中央八项规定和
实施细则》， 联系自身思想工作实
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 不断增强领导班
子成员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
力。
在专题组织生活会上， 校长任巧英
进行个人述职， 支部副书记胡云代
表领导班子进行对照检查后， 全体
班子成员一一作了深入查摆和剖
析，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地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 大家在发言中紧密结
合实际，着重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
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 初心
和使命、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
风、担当作为、组织生活、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纠正“四风”等方面
查摆突出问题，深刻剖析原因，并明
确下一步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在
互相批评的过程中，大家敞开思想，
既击中要害，触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又帮助分析产生问题的根源， 体现
了政治上的相互关心和爱护， 气氛
热烈和谐。
（胡云 徐敏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