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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开—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

热心“小红帽”温暖回家路
□记者李震

健康大礼包：

（礼包解释权归孝仁堂所有）

广告

●5斤装富硒大米一袋：优质富硒大米，颗粒饱
满、晶莹剔透、色泽光亮、口感松软、富含硒元素；
●15只装正大富硒鸡蛋：科学的养殖方式使鸡蛋
营养更丰富、更均衡，对人体更健康；
●750ml富硒石榴酒一瓶：口感醇厚，物以“硒”为

贵；
●4.5升生命源水一桶：源自中国第一富硒村的健康饮用水；
●2L深层洁净护理洗衣液：除菌率99.9％，持久留香。

征集幸运读者领取199份健康大礼包
福 利 大 放 送

积极响应健康中国号召，健康饮食从我做起。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正式发布，2019年8月份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正式启动“健康中国行动”。

健康中国规划纲要指出，居民健康科普教育为第一要务，健康饮食，全
民健身是百姓健康的首要举措。富硒功能农业自2015年正式走进无锡，
经过近五年发展，从当初数十用户到如今的上万个家庭稳定消费，迎来前
所未有的新发展。读者服务站持续贯彻全民健康生活精神，旨在推广健康
饮食、科学运动，促进百姓健康，推动全民科学补硒。

为回馈广大读者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现免费发放 199 份健康大礼
包，读者朋友们到指定场所领取即可。

另另：：若读者是三老人群若读者是三老人群（（退休干部退休干部、、退休医务工作者退休医务工作者、、退休教育退休教育科技工科技工
作者作者））凭有效证件还可领取富硒土鸡蛋一箱凭有效证件还可领取富硒土鸡蛋一箱（（3030枚枚）。）。

活动礼包发放须知活动礼包发放须知：：
领取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领取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①5555周岁以上的本地居民周岁以上的本地居民，，三老人群持个人有效证件证明三老人群持个人有效证件证明；；
②②持持《《宜兴日报宜兴日报》》近期任意一期报纸近期任意一期报纸，，每个品种限领一次每个品种限领一次，，每次限领一样每次限领一样；；
③③不按要求或规则参与为自动弃权不按要求或规则参与为自动弃权；；
④④需参与本次活动流程方可领取礼包需参与本次活动流程方可领取礼包，，他人不可代领他人不可代领；；
⑤⑤已参与福利者不再受理已参与福利者不再受理。。

参与细则及参与细则及要求要求：：
领取时间领取时间：：周一至周日周一至周日 88::0000--1717：：0000
领取热线领取热线：：05100510--8778850087788500、、1386182618413861826184
领取地址领取地址：：宜兴市氿滨南路宜兴市氿滨南路7676号孝仁堂号孝仁堂
乘车路线乘车路线：：88、、2020、、107107、、227227、、228228、、245245、、247247、、249249（（新港湾新港湾））南京银行下车南京银行下车

101101、、114114、、1818、、201201、、202202宜兴大酒店下车宜兴大酒店下车

“您手上这么多东西，需要我
送您过去吗？”“不知道在哪里买
票？我送您过去。”“阿姨，上车小
心，我来扶您一把。”旅途中，一个
浅浅的微笑、一次规范的指引、一
句暖心的话语，总能让人倍感温
馨……走进宜兴汽车客运站，随时
都能见到这样贴心的场景。身穿
红马甲、头戴红帽子的“小红帽”客
运人，在此提供志愿服务已有17个
年头。

这股志愿服务之风，最早可追
溯到2002年市公路客运有限公司
成立之初。市公路客运有限公司
客运总站党支部书记陆茹文介绍，
那时，每逢节假日，乘车出行的旅
客特别多。为帮助乘客安全、便捷
出行，公司一些年轻人就自发利用
休息时间，在客运站候车大厅提供
文明引导、帮运行李、物品寄存、扶
老助残等服务。这些志愿者常常
头戴“小红帽”、身披红绸带，渐渐

地，大家就称他们为“小红帽”服务
队。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宜兴
客运“小红帽”志愿服务队正式成
立了。为特殊人群购票引路、为乘
客寻回丢失的财物、见义勇为抓获
小偷……据不完全统计，成立十多
年来，“小红帽”有记录的为客志愿
服务6000多次、好人好事2万余
件，收到旅客表扬信息（含信件)
1000余条、锦旗70余面。该志愿
服务队也荣获无锡市“青年志愿服
务先进集体”“十大杰出青年志愿
先进集体”等荣誉。

“旅途有终点、服务无止境。
你看我们红马甲上‘小红帽’的标
志，是一顶金边红帽内有颗金色的
心。这时刻提醒着我们客运人要
用心服务，要有助人为乐精神。”宜
兴汽车客运站副站长邵小荣说。
今年45岁的邵小荣，是“小红帽”成
立之初就加入的“元老”。2018年1
月20日下午，时任值班站长的邵小

荣在站内城乡公交候车区巡查时，
突然听到有人举报有小偷。他立即
召集“小红帽”成员汤昊一起前去查
看。赶到现场时，那名男子已行窃
得手，见工作人员前来，企图扔钱逃
跑。见状，邵小荣立即追上并一把
将其擒住，在场的同事随即拨打了
报警电话，帮助旅客挽回了损失。
和邵小荣一样，在“小红帽”成立之
初就加入的王国强，也是位热心
人。今年3月4日，担任城乡秩序
组班组长的他正在车站大门口帮助
乘客注册并扫描“锡康码”。这时，
一名神情焦虑、嘴里念叨要去无锡
的盲人旅客引起了他的注意。考虑
到该旅客的不便，王国强主动帮助
其注册了“锡康码”，一边安慰，一边
搀扶其过安检、上电梯，并帮他购买
了当天中午12时05分前往无锡的
班车。由于当时距离发车还有一段
时间，得知该旅客还没吃午饭，王国
强又自掏腰包购买方便面，泡好后
放到该旅客的手中……

“做的事情也许不大，但贵在
坚持，贵在用心。‘小红帽’成立之
初只有20人左右，现在已经增加到
83人了。”陆茹文表示，这样的正能
量，正在市客运公司内部广泛传

播。努力钻研手语服务聋哑人、冬
日夜晚照料滞留老年乘客的票房
组组长吴萍，连续10多年资助贫困
学生的董文杰，抱双腿不便的老人
上楼梯的丁贤斌……类似种种，不
胜枚举。陆茹文说：“自己多用一
分真心，多一点服务，对于奔波在
外的旅客来说，就能多一些舒心和
温暖。”

2018年，“小红帽”迎来了“升
级”。依托站内总服务台及附近区
域，“宜兴小红帽学雷锋志愿服务
站”正式成立。通过完善“小红帽”
志愿服务台硬件设施，每天组织4
至5名志愿者轮流服务，拓展身障
人士绿色通道服务领域，制定标准
规范服务，完善候车区上车区服务
细则等，“小红帽”进一步构建完善
了覆盖整个站区的志愿服务网络，
使志愿服务衔接得上、传递得了，
让旅客舒心出行。不仅如此，这些
年来，“小红帽”的服务脚步还迈出
了车站。超九成的成员积极参与
无偿献血活动，前往杨巷镇敬老机
构为孤残老人送温暖，为困难群众
捐款捐物，向市社会福利中心捐赠
衣物食品……“小红帽”正发挥出
越来越大的作用。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
近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二批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
单，我市被列入苏南片区。

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信
息显示，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
点、国家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
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分县名单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
抗日根据地为主体，统筹考虑红
军长征、西路军、东北抗日联军
的革命史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
西藏、新疆人民的革命活动，坚
持以革命史实为基础、以党史权
威文献和中共党史研究最新成
果为参考、以革命文物为依据，
确定片区共计22个，涉及31个
省228个市988个县。被列入片
区分县名单的县域，文物部门将
整体规划、连片保护、统筹展示

革命文物产品，为讲好革命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起到示范引领
的带动作用。

宜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我
市多部门合作采取一系列措施，
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其
中，为更好地留存经典记忆，传播
红色文化，我市打造了宜兴党史陈
列馆、张渚红色文化展示馆、太华
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
馆和苏南太滆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等一批场馆。同时，为切实加强
红色革命文物资源的保护工作，
去年，我市出台了《宜兴市文物保
护工作五年行动方案（2019—
2023年）》，其中也涉及邵氏宗祠、
新四军一纵纪念地等红色革命文
物的修缮。下阶段，我市将继续
整合资源，坚持保护优先，通过创
新拓展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公布

宜兴被列入苏南片区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河
道水位持续上涨。日前，市公用产业
集团组织人员在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紧
锣密鼓地安装可拆卸式铝合金挡洪
板。据了解，2017年，我市开始试点
安装可拆卸式铝合金挡洪板，该种挡
洪板用高强度铝合金制造，可有效防
止河水倒灌。

图为7月7日，该集团工作人员
正在城区教育西路岳堤桥下低洼路段
的城南河南畔安装长200多米、高约
1.1米的挡洪板，这也是我市正式投
用该种防汛利器。

（记者 翟霄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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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昨
天，无锡市抗“疫”先锋巡回宣讲走
进宜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6
位抗“疫”宣讲人真情讲述了战“疫”
故事，展现了抗“疫”英雄的责任与
担当。

此次巡回宣讲，由无锡市委宣
传部主办，无锡市委讲师团、无锡市

卫健委、无锡市教育局、无锡市文广
旅游局、无锡广播电视集团（台）、无
锡日报报业集团承办，宜兴市委宣
传部协办。今年初，无锡全市上下
万众一心，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涌
现出一大批感人事迹和战“疫”先锋
典型。本次巡回宣讲，以从无锡全
市各条战线“最美战疫先锋”中选出

的12名代表的先进事迹作为宣讲
素材，由先锋人物本人或宣讲人在
无锡全市10个地区和单位进行巡
回宣讲。

《与子同袍心连心 奋战疫线
践初心》《同风雨 共抗“疫”》《我们
有责任做得更好》……当天的宣讲
会上，6位宣讲人用朴实的语言从

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讲述了战“疫”
一线的难忘故事和感人瞬间，带领
大家重温了那些平凡而伟大的时
刻。其中，《同风雨 共抗“疫”》由
宣讲人陈叶娜讲述了我市宜城街
道曲坊社区党总支书记张祖军的
故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张祖军始终把社区百姓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
党员的初心写在了社区抗“疫”第
一线。

无锡市抗“疫”先锋来宜讲故事

本报讯（记者孙斐斐）昨
天，我市召开全市电线电缆行业
质量提升工作会议，回顾总结全
市电线电缆行业质量提升工作
情况，研究部署2020年电线电
缆行业质量提升工作重点任务，
更大力度推进电线电缆行业质
量提升行动。副市长周斌出席
会议。

我市现有电线电缆企业253
家，年产值约占全市经济总量的
30%。今年是我市连续第五年开
展电线电缆行业质量提升行动，
将紧紧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落实质量主体责任，加强
质量过程管理，促进质量技术创
新，提高质量控制水平。

会议要求，下阶段，要重点
抓好加强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深化质量品牌发展战略、提升

公共技术服务能力、完善质量
长效监管机制、推动企业转型
发展升级、保障公共财政经费
投入等六个方面工作，力争电
线电缆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
合格率稳定在 90%以上、省级
监督抽查合格率95%以上；全市
电线电缆产品总体市场份额占
全国比重15%以上；行业内获得
政府质量奖企业累计10家次以
上、50%以上企业通过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全行业采用
国内或国际先进标准累计达
1150只、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
际(国家、行业)标准累计超100
只，行业内新产品、新技术、发
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累计超4000个等，着力把
我市打造成电线电缆产业国际
化先进制造基地。

抓好六大重点工作

我市部署电线电缆行业
质量提升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昨天，
应急部监测减灾司副司长袁艺
带领国家防总工作组来宜，实地
检查我市防汛工作。副市长周
峰陪同检查。

当天，国家防总工作组一行
先后前往我市丁蜀镇、湖氵父镇、
西渚镇等地，实地查看太湖大堤
丁蜀段、油车水库、横山水库等
重点区域的防汛工作。在太湖
大堤丁蜀段，国家防总工作组一
行详细了解了太湖水位及防汛
应急人员、物资等准备情况。在
油车水库、横山水库等地，国家

防总工作组详细了解了近日周
边雨情水情、水库水位、上游来
水、水库溢洪泄流等情况，并询
问了水库大坝安全、应急值守等
情况。

检查中，国家防总工作组对
我市防汛工作给予肯定，并要求
我市上下要认真落实各项防汛责
任制，坚持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
导带班制度，强化薄弱环节的巡
查值守，科学调度水库、闸坝等水
利工程，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做好
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全市安全
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防总工作组
来宜检查防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