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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滨湖社区联合物业工作站，将统一
采购的分类垃圾桶免费发放给小区居民使用，
并分发垃圾分类告知书，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和
减量知识。下一步，该社区将持续开展垃圾分
类主题宣传，努力提升垃圾分类工作实效，让
绿色环保理念真正走入家庭、深入人心、“分”
出美丽生活新画卷。 陈心怡

垃圾分类“分”出美好

日前，峰影小学举行“缕缕书香，丰盈人
生”读书沙龙活动，老师们通过执教阅读指导
课、分享如何阅读的所思所想，引导学生进行
有效阅读，给予家长们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家庭
教育建议，共同促进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长。

顾阳

家校同心 携手同行

近期，湖景社区组织居民开展“团扇画廉
洁 清风进社区”活动，通过互动绘“廉”扇的方
式，普及传统文化知识，倡导廉洁文化。居民
们发挥对“廉洁”的想象与思考，拿起画笔，边
画边交流心得，不一会儿，一幅幅莲花作品在
大家的笔下“盛开”了。 朱红

团扇画“廉”普及知识

近期，富安村组织全体网格员在辖区内
开展反邪教宣传活动，通过走访沿街店铺、
深入居民家中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提高居
民防范邪教的意识。 叶圣炜

入户宣传 提高意识

近日，江南中学7名师生来到山明社区开
展“植树复绿 书香社区”活动。铲土、挖洞、栽
种树苗……孩子们分工合作，齐心协力为社区
增添绿色。随后大家走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参观阵地建设，了解社区服务。

曹鸣娇

植树添绿 书香社区

滨湖环卫全力奋战扫墓高峰

本报讯 近期，滨湖环卫强化管理
举措，奋战扫墓高峰，让清明回归“安全、
有序、清洁、文明”本色。

该时节出现在墓园门口、农贸市
场、路边等地的临时地摊，会遗留大
量垃圾、杂物，且存在一定火灾隐患，
为此，滨湖环卫科学分配一线人员力
量，延长保洁人员作业时间，对市区
主要路口、重点道路、公墓周边加大
清扫频次 ,及时巡回捡拾路面垃圾、杂
物。因机扫车体型大，行驶缓慢，滨湖
环卫根据人流量、车流量大小，以“扫墓
高峰期以人工为主，非高峰期以机械为
主”的互补清扫模式，防止出现道路拥
堵情况。

此外，滨湖环卫加强垃圾清运，督
促垃圾清运及机械化作业部门，增加重
点区域垃圾转运频次，确保主街路面可
视区、小区物业垃圾日产日清，做到垃
圾不过夜无积存、车走地面净、污水处
理净，避免出现蚊蝇滋生、异味扰民等
情况。

同时做好应急保障工作，组织应急
人员随时备勤，一旦遇到极端恶劣天气
或突发道路遗撒等事件，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确保道路整洁、通畅。

（路雯瑶 顾龙翔）

马山城管专项整治助力文明祭扫

本报讯 连日来，马山城管中队开
展清明节专项整治，重点检查沿线商铺
乱堆放、华侨公墓沿线违规停放车辆疏
导及劝离、道路抛洒纸钱等违法行为。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城管队员严格
防控华侨公墓及周边路段，沿途设置路
障和防疫路卡，通过分小组、定管区、定
点位、定路线、定时段、定人员、定标准，
引导车辆有序进出，实现全天候、无缝隙
管理的工作机制，确保扫墓点及沿线管
区监控到位、点位管控到位、路线巡查到
位、时段落实到位。同时，加强联勤联
动，联合环卫、工商、公安等部门，做好清
明节期间服务保障工作，规劝路边随意
焚烧冥币、祭品行为，杜绝消防隐患，规
范丧葬、祭扫用品经营行为。

宣传教育在先。清明节前，马山城管
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文明清明”相关
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自觉维护
市容环境卫生，倡导文明祭奠方式，革除
丧葬陋习，树立城市良好形象。 （刘炀）

荣巷城管设“鲜花祭品”疏导点

本报讯 清明期间，从环太湖公路
至青龙山路段，贩卖自制祭品的摊贩明
显增多。荣巷城管中队采取疏堵结合模
式，分时段、分区域合理设置临时疏导
点，对疏导点外的鲜花祭品摊位及时劝
导入点，规范经营秩序。

荣巷城管中队借鉴“流动经营疏导
点”模式，将贩卖祭品的摊贩安置到梅茶
一路、丁巷路以及青龙山路、青龙山支路
沿线，临时疏导点实行统一管理，定点、
定时、规范经营，设置时间为3月20日至
4月 5日，上午 6：00至下午 5：00，在确保
不影响交通、不扰民的前提下，方便市民
祭祀的实际需求。 （吴雅萍）

桃源“志愿红”让清明更“清明”

本报讯 清明时节，空气干燥，因祭
祀焚烧引起的火灾隐患明显增加。近
日，桃源社区组织三支志愿队伍，开展宣
传、防火、净山志愿服务活动，为清明祭
扫保驾护航，让清明节更“清明”。

桃源社区所辖山林“倚靠”惠山国家
森林公园，山林面积 1600多亩，每天都
有上百人次市民结伴来此登山。为保护
山林资源，社区在上山必经之路设立了

多个护林哨，每天都有护林员到岗向居
民宣传森林防火知识，监测山上安全情
况。同时，组建防火宣传队、防火巡查
队、护林先锋队等三支志愿队伍，层层
落实责任，做到岗位不缺人、防控无缺
漏。

“防火宣传队”让森林防火深入人心。
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必须以提高全民防火
意识为基础。防火宣传队倡导市民摒弃
上坟祭祖燃香烛、烧纸钱、放鞭炮等习
俗，用植树、鲜花等文明祭奠方式寄托哀
思，同时引导上山人员做好信息登记，入
山卡口小喇叭、卡通提示器循环播放森
林防火相关知识，提高群众防火意识。

“防火巡查队”让火星无处遁形。近
期天干物燥、风向多变，火借风势，风助
火威，山上一旦有一点火星，就有可能引
发大火，森林防火工作一刻也不能松
懈。桃源社区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
合，加强森林火险预警机制、预防机制建
设，社区森林防火巡查志愿队在清明节
期间全天上山巡查，严禁带火种上山，切
实做到每一座山坡、每一片林子都有负
责人，不留一处死角，防患于未然，确保
一方平安。

“护林先锋队”为山上美丽春光增
色。该社区组织多批次志愿者和“欢乐
义工”到山林开展志愿服务，巡山护林、
清理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精神。登山市民张先生对
志愿者们的服务给予点赞，他表示自己
也会积极行动起来，动员更多的人保护
好山林资源。 （吕悦）

贡湖“流动防火员”守护山林安全

本报讯 连日来，贡湖社区通过增设
流动防火护林员、多维度宣传等形式，全
力守护山林安全。

清明假期前后，作为山水城为数不
多的涉林社区，贡湖社区辖区迎来大批
前往红沙湾景区观赏樱花和上山祭祀的
人群。“近期晴好天气居多，空气较为干

燥，森林火灾风险系数明显增加，社区始
终绷紧山林防火安全弦。”该社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保证辖区山林防火平稳态
势，社区第一时间成立了以工作站站长
为组长的应急山林防火小组。

应急小组及时制定了清明期间山
林防火工作计划，首先在原固定的防火
护林点基础上，新增三个流动防火护林
员，为其配备必要工具，要求其严把林
地、山头、坟头、路口、进山口检查关，在
巡逻检查中杜绝一切火种进山进林，禁
止一切野外用火。针对祭祀烧纸等火
种、火源，采取针对性措施，严格加以管
制，专人看护，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一旦发现险情及时通知社区应急小组，
并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先控制火
势。

贡湖社区还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通
过拉横幅、各居民小组会议强调、党员和
群众代表宣传、宣传栏张贴宣传资料等方
式，广泛发动群众，树立文明祭祀的风俗，
让山林防火意识深入人心。

（钱宇舟）

勤新“巾帼”助力文明祭扫

本报讯 近期，勤新社区巾帼志愿
者走进党建联盟单位陈漕湾公墓，为扫
墓人群提供志愿服务。

陈漕湾公墓位于勤新社区钱荣路西
侧，现有墓穴约 12000只，每逢清明扫墓
期间，如遇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期，日接
待祭扫人次将近万人，来访车辆将近
1200辆，这种情况将一直延续到清明节
后的一个星期，总接待人数将达到 10
万人次左右。同时，位于该公墓附近的
无锡市动物园，每到春天踏青时节也会
迎来大量游客，令钱荣路面临极大的交
通压力。

为此，勤新社区提前和相关单位取
得联系，制定相关预案，社区妇联也积极
参与，周末安排巾帼志愿者在钱荣路分
流点、公交站点、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协助

社区城管进行志愿服务，开展路引、携老
扶残、文明祭扫宣传等公益性服务。勤
新社区党委负责人称，社区以党建为引
领，推进资源融合，党建联盟在发挥自身
组织优势、行业资源整合优势的同时，进
一步推动了行业发展和社区治理。

（陈鲤）

溪南“云祭扫”强化使命担当

本报讯 近期，溪南社区组织开展
“云祭扫”活动，提升青年干群的爱国主
义情怀，强化使命担当。

“看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通了在
线祭扫通道，英烈事迹更加清晰，我们萌
生了在网上开展祭祀的想法。”该社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种祭扫方式既低碳又
经济，是一种文明的祭奠方式。虽然祭
扫的形式变了，但对英烈的缅怀和思念
没有变。“云祭扫”活动中，该社区青年干
部纷纷在网上“献花”、祭拜，以朴素简约
的方式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哀思，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引导辖区居民“足不
出户”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守护英烈。

（袁逸铭）

嶂青居民齐享消防“营养餐”

本报讯 清明祭扫，火灾隐患增大，
如何防患未“燃”？日前，嶂青社区邀请
消防教员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堂消防安全
专题“营养餐”。

活动当天，教员结合今年以来发生的
典型火灾事故，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图文
并茂、深入浅出地讲解消防安全工作的重
要性，传授火险的识别、初期火灾处置、灭
火器的构造和使用方法等消防知识，讲解
发生火灾时应如何进行自救。社区居民表
示：“消防安全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掌
握基本常识，增强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很
关键，希望以后社区能多举办这样的活
动，让大家涨知识、增技能。” （殷雪莲）

一张照片、一个瞬间、一段历史、几
多故事……在祭奠先烈、缅怀历史的时
节里，北桥人家乐龄驿站内举办的一场

“学党史、励初心”清明节主题活动将人
们带回到无锡解放前夕，一起追寻峥嵘
岁月里的革命故事。

进入活动室，仿佛乘坐了一辆“时
光机”，“穿越”到了“老辰光”里：解放初

期的地契、军装、粮票、菜票、老课本、各
类证件等，尽是呈现无锡历史的珍贵资
料。前来参观的老人都是年代的见证
者，这些熟悉的物品和影像资料激起了
他们的回忆。“你们看这张 1987年的报
纸，是全英文的，当时可是向全世界介
绍了无锡的风土人情和地产特色。”讲
解员拿着一张已经泛黄的旧报纸向大

家介绍着（如图）。
“这些老物件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

舞台，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但
是它们身上带有的印记，全面反映了无
锡的革命历史和发展变迁，我们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唤起社区居民的红色记
忆，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社区相关负
责人说道。 （张逸文）

清明祭扫劲吹“文明风” 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连日来，滨湖相关部门、社区多措
并举，全力做好清明祭扫保障工作。

北桥居民齐忆“老辰光”里的故事

18岁本该是像花一样的年纪，但对我
区某高中高一学生小段来说，却承受着难
以言说的身体和心理的压力。曾因病失去
右腿而安装的假肢与身体契合度越来越
低，不适感越来越强，无奈家庭经济困难，
小段只能选择默默隐忍。一直以来，她最
大的愿望就是能更换一个适配度高的假
肢，参加自己 18岁的成人礼。幸运的是，
通过区残联、区教育局、江南假肢装配康复
中心的三方努力，近日小段的大腿假肢终
于得到免费安装。18岁少女的梦，终于圆
了。

小段于 2014年因病导致右腿截肢，经
过手术后安装了右大腿假肢，一直使用至
今，期间定期前往假肢供应商——无锡市
江南假肢装配康复中心进行调试。2021年

初，区教育局在走访过程中与结对学生小
段交谈时发现，女孩性格有些内向。然
而她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从事电焊工
种，母亲从事家政工作，生活较为困难，
对于女儿想改善假肢条件的心愿也无力
满足。马上要升入高二，希望念文科学
法律的小段心中一直藏着一个心愿，那
就是在 18岁成人礼到来时能够置换一个
新的假肢，更加自信阳光地面对学习生活、
融入集体。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随即与区残联取
得联系，残联相关业务科室立刻与小段对
接，了解到小段安装假肢已有 6年时间，目
前假肢难以完全契合身体发育需求。区残
联与全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机
构——无锡市江南假肢装配康复中心立即

联系，双方就免费为小段安装新假肢的事
情进行了深入磋商。有一个摆在眼前的问
题是：因为小段非本地户口，不在残联的政
策适配范围，无法享受优惠政策，且初装时
用的德国进口的产品金额较大，如今更换
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沟通后，平时一
直积极参加区残联扶贫助残活动的江南假
肢装配康复中心积极响应，考虑到其家庭
基本情况，该中心决定为小段免费安装大
腿假肢。经评估，装配方案采用的是德国
进口的全套 otto气压式大腿假肢，从穿着
舒适度考虑还给她加配硅胶套，整个假肢
装配市场价在 4万元左右。这期间，江南
假肢装配康复中心高勇益主任亲自制作装
配，并邀请江南假肢的技术顾问——国家
假肢执业制作师俞雅宁亲临指导。多方的

共同努力，让小段终于穿上了新的假肢，满
怀信心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满足一个心愿，帮助一个残疾人，帮扶
一个家庭，体现了残联“娘家人”的职责担
当，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营造了全
社会关心关注关爱残疾人事业的良好氛
围。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滨湖区以贴
近残疾人的服务需求为宗旨，连续多年深
入开展以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为主、量
身裁衣式的辅具适配进家庭活动。据悉，
2021年区残联将开展为全区 500名残疾人
配发辅助器具、假肢、矫形器、助听器、定制
轮椅等救助工作，建设 15个康复辅助器具
共享服务站，探索开展康复辅助器具共享
服务，切实满足残疾人和疑似残疾人的需
求。 （孙怡）

让梦想照进现实
多方联动助力18岁少女免费更换假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