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美善浦口人”名单（16人）

唐顺广 浦口区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韩 江 浦口公安分局交警大队乌江中队负责人
李德林 浦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
吴 燕 浦口区中医院ICU护士
郑爱红 浦口区江浦街道巩固社区网格员
雍太林、刘寿萍夫妇 东爵有机硅（南京）有限公司员工
荀宜宏 浦口区汤泉中学退休校长
韩 云 浦口区城管局浦诚环卫公司环卫工人

张兴友 浦口区汤泉街道龙井社区大联勤网格员
高久凯 浦口区美术家协会主席
黄志坚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教师
戴忠荣 浦口区司法局退休干部
吴虎刚 兰渟盲人按摩医疗诊所负责人
薛 嵩 浦口供电服务中心大客户供电业务部副主任
周明才 浦口公安分局星甸派出所辅警

第五届“美善浦口人”揭晓
榜样人物成党史“活教材”

晨报讯(通讯员 张兴荣 凌莉 南京晨报/
爱南京记者 卢斌)一个人带动身边人，一群人
影响整座城。4月22日晚，在即将迎来中国共
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南京浦口区举行了第
五届“美善浦口人”表彰暨故事分享会。在颁奖
典礼现场，16名代表人物获此殊荣，他们中，有
义无反顾地坚守在疫情防控战场的标杆，有浦
口江北明珠建设中敬业奉献的模范，有在危难
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英雄，有在平时生
活和工作中诚实守信的榜样，还有用孝心、责任
心构筑了一个相亲相爱孝老爱亲的典型……

在这些“美善浦口人”身上，体现出无私奉
献、服务社会的榜样力量，生动展现了浦口儿女
美善精神的薪火相传。

为助推党史学习教育，用好榜样人物这本党
史“活教材”，让当下的“党史学习教育”学有标杆，
行有示范，颁奖典礼上，还深入分享了“美善浦口
人”的典型故事，让现场600名观众深受感动和

鼓舞，进一步引导大家以更高的道德标准对待社
会、对待他人、对待工作、对待家庭、对待自己。

此次评选在前四届“美善浦口人”评选基础
上，经过初选、投票、审核公示等环节，最终确定
16人当选本届“美善浦口人”。涵盖各行各业，
有干部、工人、教师、医生、个体户等，他们是浦
口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是公民
道德建设成果的体现，更是当下党史学习教育
的“活教材”。

为了筹办好这次“美善浦口人”表彰暨故事
分享会，浦口区结合当前庆祝建党100周年和
党史学习教育，积极开展讲身边好人故事，树基
层党员形象系列活动，将“美善浦口人”融入到
党史学习教育中，进一步发挥好典型人物的引
领力、先进性、传播力，并通过他们讲党史故事，
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有说服力，将榜样的力量传
递到群众内心，助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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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新区党史学习教育四“百”系列启动
晨报讯(通讯员 王彤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卢斌)百年奋斗风雨兼程，扬帆启航谱写新
篇。4月23日上午，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由
南京江北新区管委会主办，江北新区宣传和统
战部、南京体育产业集团承办的“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江北新区党史学习教育四“百”
系列启动仪式在绿色长江岸线隆重举行。

江北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保
平，南京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程向阳，江北新区
党工委宣传和统战部部长陆长宇出席启动仪式，
新区机关代表以及社区组成16个方阵参加。

本次党史学习教育四“百”系列，分别是“百年
历史话江北、百场颂歌献给党、百里新区奋斗路、百
姓心声向党说”，此次用4个“百”共同见证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展现时代巨变、激发爱国热情，以五公
里徒步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动力。

启动仪式上，陆长宇发表致辞。他表示，

72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
江，解放南京，金陵大地从此走进新的历史纪
元。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江北新区党史学习
教育四“百”系列启动仪式，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聚焦绿色长江岸线，迎接建党百年。从“三浦战

役”到“渡江战役”，长江北岸始终是红色的沃
土、革命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铁肩担当，品重
柱石”的王荷波，以“陈兆春等两浦八烈士”为代
表的曾在江北从事过革命工作的雨花英烈，新
区两浦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指挥所旧址，中
共南京市委第一、二次代表大会遗址等，见证了
新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的牺牲和
贡献，即将落成的江北新区红色广场，激励着我
们为传承红色基因接续奋斗，让“中国红”在长
江北岸绽放得更加鲜艳亮丽。

鼓舞声激烈昂扬，红歌联唱响彻广场，在庄
严的国歌声中现场千人合唱，致敬祖国。在庄
重肃穆的氛围下，与会领导共同为接下来的12
个分站郑重授旗，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江北新区
顶山街道、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江北新区盘城街
道、江北新区葛塘街道、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江
北新区长芦街道、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江北新

区产业技术研创园、南京智能制造产业园、南京
生物医药谷、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代表接过
旗帜，共同表示将进一步讲好党的故事，奋力展
现新区追求。

据悉，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江北新区
也即将迎来6周岁生日，6年来，新区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以提升民生幸福为第一追求，牢
牢把握办实事这一关键举措，让新区群众分享
新区高质量发展成果、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
此外还将持续聚焦江北新区“定山城市客厅”
“绿水湾城市客厅”和“绿水湾湿地公园”“桥北
湿地公园”，让“生态绿”成为新区弘扬长江文
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守与追求。

神州春潮起，奋进正当时。始终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未来，江北新区将继续聚焦打
造绿色长江岸线，加快塑造新区形象，以优异成
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网格员“接诉即办”，解决居民多年困扰
近期，建邺区莫愁湖街道茶亭社区网格

员接到12345政务热线投诉，称水西门大街
临街一家门面房租户改造房屋内部结构，并
将三楼卧室的正下方二楼卧室改成厨房，要
求恢复原状。

社区工作人员姚婷婷立即与诉求人电话
联系，并通知诉求问题所在网格的网格员赵笑
娣到现场查看。原来，2017年起，门面房被出
租后一直经营大型棋牌室。三个月前，棋牌室
整体搬迁，楼上住户发现，棋牌室经营期间房屋
结构曾被拆改。出于对房屋安全的担心，住户
随即举报，希望恢复变更的房屋结构。

网格员当即协调建邺区房产部门现场查
看，房产局工作人员表示，此房是框架结构，
装修多年，看不出房屋拆改痕迹，无法要求房
主恢复，建议业主或房屋产权人聘请第三方
机构出具相关安全认定报告。业主提出，房

间改变了使用用途，安装了燃气管道作为厨
房使用，出现油烟扰民现象，茶亭社区网格员
协调燃气公司查看此处管道，并在租户搬迁
后封闭管道，不再开通燃气。最后，社区网格
员和房屋产权人约定，要求其再次出租时，选
择适合的商户且商户入驻装修时不得擅自更
改房屋用途和房屋结构。至此，诉求人表示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投诉人感谢社区网格员和街道做的协调工
作解决了自己四年多的困扰，并制作两面锦旗，
于4月17日分别送给莫愁湖街道办事处和茶
亭社区，感谢莫愁湖街道12345政务热线工
作人员以及茶亭社区湖心花园网格员赵笑
娣。赵笑娣表示：“小网格，大民生，群众事无小
事，街道社区始终按照区创新网格化工作要求，
用一张张‘小网格’办一桩桩暖心事。”

通讯员 莫萱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书香梅山有了“红梅”宣讲团
晨报讯(通讯员 张莉 陈楚 南京晨报/

爱南京记者 陈彦)22日下午，一场联动党史
学习和全民阅读的主题活动在梅山矿业小剧
场举行。在这场由梅山街道党工委、梅山街
道办事处、梅山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主办，
梅岭社区承办的文化惠民大餐中，“梅韵聚红
心 书香颂华章”成为整场活动的主旋律。无
论是文艺表演、红色经典诗文重现，还是党史
学习教育、科技兴国等有奖问答，在台上台下
热烈的互动中，传递出梅山“好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良好氛围，授旗成立的“红梅”宣讲
团也让红色精神、榜样的力量在基层有了传
颂、扎根的舞台。

当天的活动在飘逸灵动的《书简舞》中拉
开大幕，儿童古诗词舞蹈、矿工诗人朗诵依
次登场，逐一将日益提升的居民文化素养、
梅山悠久的传统文化充分展现；快板《长
征》、汉服秀《子衿》……几乎每一个精彩的
节目都引得观众阵阵喝彩。过程中不时穿
插进行的党史学习教育、科技兴国等有奖问
答更是参与者众多。

据悉，着力打造“书香梅山”的梅山街道
不仅有着众多的阅读爱好者，还活跃着一批

文学创作者。像梅岭社区就有一支爱好格律
诗的居民团体，大家过去在企业工作时就爱
好诗歌创作，如今退休依旧寄情诗歌写作，多
年笔耕不辍，至今已坚持二十多年。不仅成
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带动了身边
一大批居民加入到读书与创作的队伍中。与
此同时，该社区通过创设“图书银行”“时间银
行”两个品牌，将引导居民“好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发扬党员先锋志愿服务和便民利
民、敬老助残、扶贫济困结合起来，既提升素
养，又凝聚民心。

“学党史的过程既是读书学习的过程，也
是寻初心践担当的过程，我们不仅要从革命
先辈的伟大事迹中学，也要从身边的英雄模
范中学，真正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体现到日常工作中。”梅山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是建党百年，结合正在开
展的党史学习教育，街道专门成立了“红梅”
宣讲团，宣讲团成员以党史、革命先烈、英雄
人物以及身边的先进模范为内容，深入机关
社区、学校厂矿、市民广场开展“微讲课”活
动，赓续红色精神，传播社会正能量，助力建
设幸福宜居梅山。

江北新区供图

近期，家住玄武区红山街道阳光嘉园小
区 34 幢 1105 室居民王师傅反映：邻居
1104室居民胡师傅家经常在楼道公共区域
堆积纸盒，两人发生口角。和物业反映了此
事后，胡师傅依然我行我素照样乱丢纸盒。
几日后，两人再次发生口角，王师傅无奈只好
拨打12345热线投诉反映。

红山街道城市管理部接到工单后，第一时
间联系社区并会同物业工作人员上门对两家
人进行调解。得知王师傅因胡师傅屡次在过

道堆放纸盒后，将两家通往阁楼的楼道门锁给
关上了，并堵塞了锁眼，因此对方也就变本加厉堆
放杂物，两家矛盾也越来越深。经过社区及物业
工作人员的多次教育劝说，两家人都承认自己有
不对的地方，都知晓楼道是公共区域，不得私自侵
占的道理。最终，互相道歉，双方握手言和。

阳光嘉园社区始终秉承着为居民服务的
理念，积极倾听居民声音，及时解决居民各类
困难问题，努力构建美好和谐社区。

通讯员 朱家宾

红山社区积极协调邻里矛盾

官长村打造“党史教育视听书房”
晨报讯（通讯员 横萱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端木）为了迎接建党100周年，努力提高辖
区党员教育覆盖率，更加有效地进行党史学习
教育，近日，横溪街道官长村打造“党史教育视
听书房”，有效地开展党员教育工作。

为解决村内老党员年纪大、行动不便、不识
字等问题。经官长村党总支书记与“两委”开会

商议最终决定，为本村55名60周岁以上老党
员购买多功能视频音响，将党员冬训视频和党
史学习教育视频和《百家讲坛》“党史故事100
讲”栏目加载到多功能视频音响里，强化党史学
习。此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党员冬训和党史学习
教育的覆盖率，更重要的是为老党员带来的巨
大的便利，更有效地开展了党员教育工作。

霞辉庙社区精心组织亲子体验活动
晨报讯（通讯员 戴秀全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端木）为了促进0-3岁幼儿关键期的成
长，不断提高社区家庭的科学育儿意识和能
力，以及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增进家长与孩子的感
情，4月18日，秣陵街道霞辉庙社区精心组织
了一场亲子体验活动。

活动开始前，为了让小朋友逐步熟悉自己
的名字、家长尽快适应环境，进入活动状态，“西
瓜”老师向小朋友进行自我介绍，并让家长握着
小朋友的小手，一字一拍地帮助小朋友进行自
我介绍，并通过拉勾、击掌、握手等互动方式拉近
彼此距离感。接着“西瓜”老师伴随着音乐，开始
了“彩色丝巾”游戏，引导小朋友从内心消除羞涩

感、陌生感，勇敢地参与到游戏中来，并正式开启
了本次活动。“西瓜”老师和小朋友在接下来的活
动中做起了手指操，伴随着音乐和小朋友们又
玩起了小青蛙跳圈圈的活动，老师让小朋友们
把自己想象成小青蛙，地上的圈圈想象成一片
片的荷叶，通过寻找荷叶，跳荷叶的过程，把现场
的气氛活跃到了最高潮。最后，在给菠萝涂颜
色的游戏活动中结束了本次的亲子体验活动。

逗趣的游戏，甜美的笑容。此次亲子体验
活动小朋友们表现出了活泼、天真的天性，家
长们也从育儿小游戏中学习如何打开小朋友
的内心，真实地感受小朋友的情感。亲子活动
将一个个的小快乐变成多个快乐，引领小朋友
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