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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8 日晚，
大麦屿街道六楼会议室里
一派浓郁的芬芳书香。原
来，街道青年干部读《之
江新语》分享会正在这里
举行。

“《成功之道在于锲
而不舍》这篇文章对‘锲
而不舍’有着更深注解。
它在告诉我们，工作中要
锲而不舍做什么，怎样做
到长久不舍……”分享会
上，5位青年干部选取自己
在《之江新语》中最有心
得的一个章节，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和生活体验，从
不同角度畅谈实践体会、
心得认识。其他机关干部
则凝神倾听，认真记录，

并不时报以阵阵掌声。
“我们乡镇青年干部的

工作和生活虽然都很充实
忙碌，但不能因此忽视学
习，而是要让阅读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并把学习感
悟转化为前进的力量，努
力为大麦屿发展添砖加
瓦。”青年干部蒋伟表示。

据悉，此次活动是大
麦屿街道开展的“我在之
江读新语”系列活动之
一。通过系列活动，旨在
学思践悟《之江新语》，让
大家更深刻理解习总书记
的治国方针与执政理念，
为推动大麦屿高质量发展
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动能和
思想力量。 (陈衡)

大麦屿

读《之江新语》
分享心得体会

本报讯 “ 恭 喜 马 世
元、叶宇轩、苏慧、华博
林这4位同学成为第一届城
南社区‘优秀学子’的代
表。”近日，玉城街道城南
社区文化礼堂内传出了阵
阵掌声，原来，第一届城
南社区“优秀学子”评选
活动正在此举行。

仪式上，学生代表感
谢社区的嘉奖，并表示会
继续认真学习，知恩图
报，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据了解，此次评选是
该社区从今年参加高考的
学生中筛选出来的成绩名
列前茅的学子，再对其分

别颁发“优秀学子”“最佳
学习精神”等奖项。其
中，马世元以680分的成绩
荣登榜首，目前已被上海
交通大学录取。

“选出本届高考成绩顶
尖的学生作为‘优秀学
子’代表，是为了肯定他
们寒窗苦读 12年终于交出
的这份满意答卷。”城南社
区党总支书记章国相表
示，希望借此机会，能将
热爱学习的正能量传播到
社区的角角落落，为孩子
们树立积极向上的学习榜
样。

（许珊珊）

玉城

城南评选“优秀学子”

本报讯 连日来，坎门街道
组织拆违队伍持续对水龙村水孔
口区块房前屋后的违建实施拆
除。

7月 9日，在水龙村一处拆
违现场，只见一幢幢违建房在挖
掘机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而
在挖掘机无法驶入的小巷内，工
人则使用锤子拆除一幢两层楼的
违建。

“根据拆违计划，该区块违

建必须在 7月清零完毕，但 6月
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我们拆违工
作带来了不小压力，因为既要做
到雨天拆违安全，防止出现事
故，又要保证拆后清运彻底，不
留卫生死角。”正在现场指挥拆违
的查违办工作人员骆胜介绍，为
按时完成计划，他们制定了小雨
拆房、大雨清运的方案。而不分
晴天雨天拆除，都表明了街道对

“创无”工作的决心和力度。

据了解，随着拆违工作的推
进，水龙村水孔口区块已完成拆
违面积 9500平方米、400余间，
清退违建内租住人员 300 余人
100余户，清退小加工企业 10余
家。

“坎门街道将继续对该区块
的剩余违建进行拆除，希望尚未
拆除违建的居民自觉配合，做好
拆违准备。”骆胜说。

（林凯琪 文/摄）

小雨拆房 大雨清运
坎门水龙拆违行动不停歇

本报讯 菜市场，与市
民生活息息相关。为迎接
国家卫生镇复审，7 月 10
日，楚门镇组织市场监
管、综合行政执法等人员
对全镇菜市场的规范化管
理进行专项整治。

在山北、胡新、直塘
等菜场，经过前阶段不懈
努力，市场周边环境秩序
已有进一步改善，为群众
营造了良好的购物环境。
特别是山北和胡新菜场，
建立了农产品自产自销疏
导点，促进了菜市场的规

范化管理。但在整治过程
中，也发现个别菜市场存
在摊点占道经营、过道不
畅通、车辆乱停放等现
象，执法人员对此进行积
极劝导，督促经营户限期
整改。

下阶段，楚门镇将强
化市场主体责任和相关部
门联动管理职责，进一步
做好市场环境卫生、经营
秩序、制度设施的完善，
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不断
提升市场的管理水平。

（应军 文/摄）

楚门

整治菜市场内外秩序
迎接国家卫生镇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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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是一个高山移民村，近
三年来结合省级农房示范村、美丽
乡村精品村创建和‘清洁家园·和
谐乡村’活动的开展，全面统筹各
项优惠政策，开始旧村改造、一期
提升、二期拓展……”近日，在干
江镇四楼会议室内，垟岭村“村小
二”正结合精心制作的 PPT介绍着
自己村里的特色产业、存在短板、
发展规划以及特色农产品，而镇领
导班子则作为“导师”进行现场点
评并打分。

今年4月，干江镇创新推出“村
小二”美丽乡村推介会，为年轻干
部搭建学习平台，由各村驻村组长
介绍所驻村美丽乡村的现状、发展
前景、远期目标，以及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和感人
事迹等。推介会每2周开一次，每次
由2名“村小二”上台推介。截至目
前，已有8个村的“村小二”上台夸
赞了自家村的“美丽秘籍”。

当天作为台下观众的年轻干部
罗林是双兴村驻村组长，也是第一
期美丽乡村推介会的“村小二”
之一。当时，为了能更好地夸自家
村，她一有时间就往村里跑，了解
村里现状，和村干部沟通村里未来
的发展方向和规划。“这个活动让我
们年轻干部能够‘走起来’，深入基
层，直接面对困难，解决困难，遇
到棘手问题时还可以求助‘导师’，
学到了很多在办公室里学不到的东
西。”罗林表示，在听了多期别人的
推介及“导师”的点评后，她得到
了更多灵感，“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再
来介绍一次，我肯定能做得更好，

肯定能将‘驻村’变为‘助村’。”
据悉，推介会也是干江镇今年4

月上旬启动的“青春·启航”——
年轻干部成长计划的一个缩影。为
培养一支“能思、能干、能写、能
说”的“四能”年轻干部队伍，干
江镇以“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
什么”为原则，从“走起来、写起
来、动起来、担起来”四方面入
手，采取“导师”带“学徒”的方
式，由镇领导班子成员与年轻干部
一一结对，分为项目组、活动组、
材料组以及驻村组4个组别，从项目
攻坚、活动策划、文字材料等方面
指导“学徒”，提升年轻干部的便民
服务能力、信息写作能力、活动策
划能力、实践攻坚能力，为镇机关
年轻干部打造一个施展才能、增强
自信的平台，增强年轻干部扎根乡
镇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启动这个计划，是因为当前很
多年轻干部存在‘愿意做，不愿意
写’、大局观弱、行动力不足等通
病，而‘不愿意写’更造成了年轻
干部对自己做的工作缺乏总结思
考，对好的工作经验也缺乏提炼。”
干江镇党委委员项光旭告诉记者，
对此，成长计划要求材料组的年轻
干部每周都要交一篇“作业”给自
己“导师”，内容不拘泥于写自己部
门或科室的工作，可以写任何镇村
两级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导师”会
给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助力年轻
干部成长。

“现在这篇材料写得跟第一次比
已经有很大进步了，主题明确，框
架也较清晰，但缺乏深度思考和可
行性对策建议，问题剖析也不够到
位。”近日，项光旭在收到他结对培
养的年轻干部陈露露写的材料后，
给出了自己的点评意见。

回忆起第一次收到自己两位“徒
弟”写的材料时，项光旭笑着说：“当
时写过来的材料连标题都没有，内容
很长，但不知道在写什么，没有重点
没有主题，现在进步很大了。”

“刚开始写材料只是堆砌各种基
础材料，毫无头绪，第一次写的材
料当天就修改了 4次，真的很感谢

‘导师’耐心点评，让我受益颇
多。”陈露露由衷地表示。

与陈露露一样参加材料组而得到
成长的年轻干部还有刘馨禧。作为干
江镇妇联副主任的她，参加工作4年
多来接触的大多也是材料，今年还兼
职负责乡村振兴这块工作的材料。“虽
然之前也一直接触材料工作，但刚开
始时每周四下午在微信里收到要交

‘作业’的信息还是很紧张。”她告诉
记者，在坚持两个多月后，自己都能
发现自己写信息时思路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开阔，“现在写的有些材料还可
以直接拿去线上做工作宣传。”

俗语说“干明白才能写明白”。
除了“导师”的指点和帮助，也是
活动组一员的刘馨禧认为自己写作
的进步离不开“走起来”“动起来”

“担起来”，实践得来的经验让她下
笔时越来越有内容。

“今年第三季‘寻美干江·跨山
越海’活动就是我们‘动起来’活
动策划组的年轻干部负责策划、承
办的。”刘馨禧告诉记者，为了这次
活动，他们和“导师”一起开了四
五次会议，并建立了微信群，讨论
落实所有流程和细节，最终活动圆
满落幕，相较去年而言，所有环节
进行得更加顺利，现场人员调配也
更加合理。“小到活动时一个‘拍立
得’合影框上的爱心是否多了几个
这样的细节，‘导师’都会提出指导
意见。”刘馨禧告诉记者，这样一个

大型活动举办下来，自己再组织其
它活动心里就更有底了，方案策划
也肯定会更周全细致。

目前，刘馨禧正在和其他年轻
干部策划即将来临的七夕节“相约
鹊桥”活动。与第一次举办活动时
相比，她显得驾轻就熟多了。

宝剑是磨出来的，千里马是赛
出来的。只有在基层一线摸爬滚
打，才能培养出想干事、会干事、
干成事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
作为“担起来”项目攻坚组的一
员，年轻干部沈晋在参与桔场小微
企业园建设项目过程中就收获了不
少工作经验。“在桔场小微企业园建
设过程中，打桩需要先迁走电网
箱，重新进行电力布局，还涉及到
周边企业的利益以及费用分摊问
题。”沈晋告诉记者，这些难题不仅
需要跟企业耐心沟通，而且还要与
电力公司协调。

“我逐一走访了相关企业，收集
问题，再联系企业以及电力部门现
场沟通解决问题，使得电力设施得
以快速建设，从而推进了小微园的
建设。”沈晋表示，参加项目攻坚活
动以来，他对工程建设、土地审批
流程以及各种手续办理都有了一定
了解，这不仅拓展了自身业务能
力，同时也丰富了基层工作的实践
经验，收获颇丰。

“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
人，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
计。下阶段，我们将继续深入实施

‘青春·启航’——年轻干部成长计
划，激发年轻干部的奋斗精神，为
党的事业积蓄源源不断的新生力
量。”项光旭说。

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
干江以“导师”制打造“四能”年轻干部队伍

本报讯 7月11日，清港镇同善塘河的
河面上不时荡起一圈圈波纹，循迹望去，
只见河道保洁员手持网兜柄，从空中往水
面目标物上一划再一提，小半兜落叶已

“收入囊中”。
由于近期连续降雨，导致该河水位上

涨，大量杂草、树枝以及各种漂浮物从上
游及各支流冲下来，聚集在各支流汇入
口、水闸前。为此，清港镇及时安排保洁
人员对全域河道进行打捞。

据了解，清港镇有河道、小微水体200
多条，为巩固治水成效，摆脱“前清后
污”的状况，清港镇要求河长时刻关注水
体、水岸，保洁公司要采用清理与保洁结
合、突击与长效并举的方式，常态化打捞
河面漂浮物、废弃物，全力加强河道长效
保洁力度，确保水畅岸美。

“有了河道保洁员经常性清理，河里的
枯枝败叶确实少了许多，而且河岸边的塑
料袋、塑料瓶也没了，甚至连异味都消失
了!”家住同善塘河边的居民陈大伯称赞
道。 （金丽烽 文/摄）

河长时刻关注
保洁经常清理
清港全力确保水畅岸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