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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一中学要求学生入校先鞠躬的消息近日引发网友热
议，争论的焦点在于老师未给学生回礼。

鞠躬是一种礼仪，向老师鞠躬表达的是尊重与感谢。该中
学要求学生入校先鞠躬，初衷是培养学生尊师重道的意识。如
果老师能予以回礼，则更能传达一种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对
老师没有回礼，也不必抱有偏激的指责，毕竟学生到校时间相对
集中，让值班老师给入校学生一一回礼，可能并不现实。“恭敬之
心，礼也”，相比礼仪行为本身，师者的气度与胸襟、学识与智慧
可能更易赢得学生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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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学生的“鞠躬礼”

中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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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7 日，“感动江苏教
育人物——2020 最美班主任”宣
传表彰活动颁奖仪式在南京举行。

今年 5 月，“感动江苏教育人
物 ——2020 最美班主任”活动启
动，全省 13 个设区市共推荐181位
优秀教师参选，最终于洁、池振龙、
邵良俊等10位获评“2020最美班主
任”；王冠臣、刘汉瑜、顾梅燕等10位
获“2020 最美班主任”提名奖。在
活动推选过程中，已入围复选候选
人名单的灌南县张店镇南闸小学孙
作来老师9月7日因病离世，为弘扬
孙作来老师终身坚守乡村教育的奉

献精神，组委会授予其特别奖。
省教育厅副厅长顾月华表示，江

苏是教育大省，培养造就一支优秀的
教师队伍，特别是打造一支涵养师
德、严谨治学、心存大爱、信念坚定的
班主任队伍，既是党和国家的大力倡
导，也是新时代的热切呼唤、全社会
的共同期盼，更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内
在要求。全省广大教师要以这些被
表彰的教师为榜样，争做学生健康成
长的指导者、引路人，把立足三尺讲
台教书育人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终
极追求。

（葛灵丹 蒋廷玉 李月昭）

“2020最美班主任”名单揭晓

南京眼、阳澄湖、九龙口、黄天
荡、太湖、溱湖⋯⋯得天独厚的自
然美景映入眼帘，倾诉发展之路上
日新月异的变化。飞驰在江苏大
地的高铁列车，速度与时代共进；
精彩纷呈的舞台剧目，抒发“梦圆
小康”的满满幸福⋯⋯在南京玄武
湖公园的梁洲广场，一场独特的摄
影展拉开序幕，在人们心里荡漾出
记忆的波纹。

“强富美高新江苏”专题摄影
展，是“我眼中的全面小康”摄影作
品展的专题之一，由省委宣传部、省
委党史工办、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
厅、省扶贫办、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共
同主办。该展览分“百姓富”“经济
强”“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4
个系列，共展出 182 幅摄影图片。
生活、风景、农业、科技⋯⋯聚焦瞬
间和细节，涵盖社会发展方方面面，
这些作品以镜头定格我省各界在发
展实践和奋斗历程中的重要瞬间。

展厅中，作品《江苏制造》取景于
常州一工厂车间的精密仪器自动组
装车架；作品《太湖之光》是神威·太
湖之光的“证件照”，黑色主机、蓝色
LED 灯带散发幽光；作品《智慧管理
菜园忙》展现蔬菜大棚中林立的洁白
管道，自动升降机上，工人正在悬挂
钢索。

美好生活是最美好的风景。黄灿
灿的油菜花田里，一群孩子手拉着手
排队上校车；华灯初上时，街边小餐馆
里人们围坐吃火锅、谈天说地；一位渔
民大哥对着手机镜头，在连云港的海
边做直播，他身后的渔船、桅杆、渔网，
仿佛带着海风的盐味⋯⋯“从‘江苏
智造’到‘文化繁荣’，一张张相片背
后是腾飞的江苏经济，也是飞驰的江
苏文明建设。”专题摄影展相关负责
人表示，选取亲历者、目击者的角度，
通过小切口反映大主题，本次摄影展
期待观众更深入地体会到党的十九
大以来我省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搭乘

‘幸福列车’，江苏人民将驶向更美好
的未来。” 本报记者 傅秋源

“强富美高”展定格精彩瞬间

本报讯 27 日上午，“高质量
发展看江苏——全国新闻广播增强

‘四力’江苏行”融媒体新闻行动在
南京溧水启动。

为推动全国各地更好落实高质
量发展要求，展现在高质量发展征
程中的江苏作为和江苏探索，中广
联合会组织全国新闻广播负责人、
记者、主播、编辑赴江苏采访报道，

举办此次融媒体新闻行动。报道团将
赴南京、常州、苏州、扬州、淮安、泰州、
无锡等地近 20 个采访点，29 家新闻
广播跨地域协作，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跨平台融合，全方位展现高质量发展
的江苏模样。各媒体还将在官方新媒
体平台上联合推出话题“2020高质量
发展看江苏”，向全国网友讲述江苏高
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陈月飞）

全国新闻广播“高质量发展
看江苏”新闻行动启动

本报讯 《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将于 11 月 1 日实施。南京
在积极引导市民养成分类习惯的同
时，大力推进末端处理设施建设。
记者 26 日从南京市栖霞区城管局
获悉，经过一个多月改造，该区丁家
庄厨余垃圾中转站正式投入使用。

丁家庄厨余垃圾中转站占地面
积约 476 平方米，拥有智能化称重
系统、地磅数据办公室、厨余垃圾卸
料大厅、中转间和备用车厢对接平
台。中转站配有驾驶员 3 名、操作
工 2 名、管理人员 2 名。该站每日
可负荷转运厨余垃圾60吨，备用车

厢对接平台可负荷转运 30 吨厨余垃
圾，可全量接纳附近居住小区产生的
家庭厨余垃圾和 40 家农贸市场产生
的其他厨余垃圾。

至 9 月底，南京餐厨垃圾处理能
力达每天 950 吨，厨余垃圾处理能力
达每天335吨。随着江南焚烧处理厂
厨余协同处理项目、江北废弃物综合
处置中心一期厨余压榨项目、城南转
运站厨余压榨技改项目以及溧水开发
区厨余处理站的建成投用，南京厨余
垃圾处理能力年内将达每天1650吨，
可基本满足现阶段该市分出的厨余垃
圾处理需求。 （白 雪）

南京厨余垃圾处理能力
年底基本满足需求

今年10月，武家龙到徐州淮海
大数据产业园已经整整 3 年。5 年
前，他结束矿工生涯成为华美热电
公司的一名电工，随后又转型为维
检员，从“千米井下”走向“数据云
端”。“这些年我经历了3个岗位，由

‘黑’到‘白’，又由‘白’到‘绿’，也见
证着徐矿集团乃至徐州的转型发
展。”武家龙说。

在淮海大数据产业园，草坪上
有块无字石碑静静矗立，那是武家
龙曾工作过的庞庄煤矿一处被封的
井口。每天，武家龙从这里路过，总
忍不住多看两眼。那些在井下的日
子，仿佛就在昨天。2011 年，大学
毕业后的武家龙到庞庄煤矿当了一
名矿工。最初的岗位是设备管理
员，没干半年，武家龙自告奋勇下井
成 了 机 电 检 修 工 。“ 不 少 人 说 我

‘傻’，而我觉得年轻人就得多吃苦、
多练技术，我学的是机械自动化专
业，要发挥更大作用。”

随着煤炭行情的变化以及产
业政策的调整，有着 50 年历史的
庞庄矿，在 2015 年走到了终点。
曾经因煤而兴的徐州，也开始了深
度产业结构调整。2016 年 10 月，

随着旗山矿关闭，徐州城区再也没
有可生产的矿井。据徐矿集团统
计，他们响应国家“去产能”政策，
先后关闭 16 对矿井，退出煤炭产
能 1295 万吨。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武家
龙把握住了机遇。在庞庄矿关停的
同时，徐矿集团已在老矿旧址上提
前布局华美热电公司，一套套挖煤
设备被国内先进的超临界循环流化
床发电机组取代，实现了从“地下”
向“地上”发展。当时，热电项目二
期正在招工，武家龙顺利入职。

脱下矿工服，换上电工装，武家
龙和数万名工友迎来全新的生活。
在煤炭去产能过程中，仅徐矿集团
安置的职工就有 2.1 万余人，通过
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增加就业岗位上
万个。

不过，武家龙很快发现，新工作
并不好干。眼前先进的阀门、压力

开关等设备都是他从未见过的，一
切得从头学起。“白天干中学、晚上
充电学，我跟着师傅学了整整一年
热控专业技能。”靠着这股拼劲，武
家龙逐渐成为技术骨干。

“干了，就要干好！”武家龙记得，
2016年冬至的前一天，在例行巡检
时，听到给煤机输料皮带有细微响
动。他立即联系同事，通过远程控制
系统查看在线数据，但未发现异常。
武家龙仍然不放心，坚持对机器进行
彻查，结果发现堵塞现象。“那时候已
经供暖，要是处理不及时，会有停炉
的风险，热电公司负责的整个徐州西
区供暖都将受影响。”

转型的脚步没有停止，新的变
革还在加速推进。告别煤炭经济，
徐州近年来大力发展装备与智能制
造、新能源、集成电路与 ICT、生物
医药大健康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去 年 ，徐 州 新 兴 产 业 产 值 增 长

8.9%，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达38%。
在2017年，曾经的庞庄矿所在地

发生巨变。徐矿集团充分利用热电资
源，在华美热电厂旁边建起淮海大数据
产业园，面向淮海经济区打造现代化大
数据存储基地。如今，其服务对象包括
华为、电信、联通、移动等多家企业。作
为业务骨干，武家龙当年被选入大数据
产业园，开始了又一次转型。

武家龙在新的领域很快上手。他
带记者走进机房，只见数百台机柜闪
烁着灯光，布满数不清的线路，通过制
冷系统，室内保持恒温。“里面有不少
线是我接的，平时要进行重点维护和
检修。”这两年，武家龙还针对系统的
缺陷进行优化，让各项数据采集、报表
信息更清晰规范，淮海大数据产业园
机房一次性高分通过移动公司的“钻
石五星级机房”评定。

随着“产改”工作的实施，武家龙
今年还兼职企业的工会副主席，可以
在更大平台“施展身手”。“我切身感受
到，一线工人的政治地位在提升、经济
待遇在提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尊
重。我要努力为工友们服务，帮大家
一起过上更好的日子。”武家龙说。

本报记者 王 岩

工人武家龙脱下矿工服换上电工装——

从“千米井下”走向“数据云端”

迈向全面小康这五年
我的我的““十三五十三五””⑨⑨

老百姓幸福感提升的背后，离
不开全省财政在民生上的大力投
入——“十三五”期间，全省民生支
出由 2015 年的 7676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9796 亿元，增长 27.6%，
民生支出比重始终保持在财政一般
公共预算 77%以上，民生是我省公
共财政投入最大的领域，有力支持
了我省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发展走
在全国前列。

“女儿在鼓楼区天妃宫幼儿园
上学。中班时，每月学费 936 元，
上大班后，可以享受 6000 元的学
费减免，我们每个月只要交 300 多
元学费。”南京市民马冬说，南京的
惠民园补贴政策，大大减轻了教育
负担。2019 年，南京市鼓楼区财
政局安排全区大班幼儿免学费专
项资金 5040 万元，惠及 9000 多名
幼儿；民办惠民园专项资金 1790
万元，惠及全区 11 所民办惠民幼
儿园。

全 省 教 育 支 出 由 2015 年 的
1746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2214
亿元。2020年，全省各级财政年初
预算安排教育经费 2290 亿元。这
只是财政有力支持就业创业的一帧
剪影。省财政厅社保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2016 年至 2020 年，省级财政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约 60 亿元就业
补助资金，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同时，支持职业技能培训，全省

筹集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资金 87.7 亿元，支持实现更
加高质量就业。

在卫生健康方面，2016 年至
2020年上半年，省级财政累计下达
615 亿元，支持将我省城乡居民医
保政府补助标准从 2015 年的人均
不 低 于 380 元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580 元，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
报销比例达到 70%左右；省级财政
累计下达 103 亿元，支持市县将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从

2015 年的人均不低于 40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80 元，我省医疗卫生保
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保障困难群众生活方面，
2016年至2020年上半年，省级财政
统筹中央资金累计下达困难群众救
助资金198亿元，确保困难群众及时
得到救助。落实城乡低保政策，我省
农村低保最低标准从2015年每人每
月 335 元提高到 2020 年每人每月
500元。在养老金待遇方面，省级财
政累计下达162亿元，支持将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从 2015 年 每 人 每 月 105 元 提 高 到
2020年每人每月160元。

2019年，全省PM2.5年均浓度为
43 微 克/立 方 米 ，比 2015 年 下 降
21.8%；104个国考断面优Ⅲ类断面比
例达到 78.8%，较“十二五”末高 17.3
个百分点。

省财政厅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节能环保支出
从 2016 年的 285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
的 373 亿元。2016 年以来，省财政共
安排100亿元，支持太湖水污染治理，
安排 75 亿元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

“十三五”期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由2015年的8029亿元增加到
2019 年 的 8802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仅
2.3%。与此同时，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民生支出年均增长6.3%。

今年以来，省财政坚决落实“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
全力推动“六稳”“六保”任务落实，不
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今年
1- 8 月 ，全 省 累 计 新 增 减 税 降 费
1818.5 亿元。用好用足中央财政特
殊转移支付、抗疫特别国债等资金，建
立直达资金工作机制，资金直达基层、
直接惠企利民，筑牢“保基本民生、保
工资、保运转”的底线。

本报记者 许海燕
供图：视觉中国 制图：王建朋

我省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财政民生支出比2015年增长27.6%
迈向全面小康这五年

数说数说““十三五十三五””

特 写

深秋的一天，随着一辆货车驶
入宿迁市宿城区埠子镇蚕桑村的服
装厂，工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这
份订单是 1.5 万件睡衣，装车后最
终销往欧洲。”工厂负责人付艺正在
组织装车。曾在常熟办厂的他，4
年前回到家乡创业。

吸引付艺回村办厂的是蚕桑村
的巨大变化，以及村里在厂房、招工
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和付艺的服装厂一样“凤还巢”
的，还有不少外出打工的宿城农民。
女工柏艳娥就是其中一员。她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在外地打工，每月收入
还要减去日常开销。现在就在家门
口的工厂上班，每月工资三四千元，
更重要的是有更多时间照顾家人。”

从过去村党组织涣散、班子凝
聚力不强的贫困村，到如今在全镇
的发展排名靠前，蚕桑村发生的变
化正是宿城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
设带来的一个缩影。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关键在
干部。“村干部干与不干区别很大，
既然我来了，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事

情，就要马上去做。”4 年前担任蚕桑
村党支部书记后，周炳均第一件事就
是挨家挨户走访村民，找准蚕桑村的
发展方向。几年里，周炳均带领村干
部建起 400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
铺设10余公里水泥道路，实现村内道
路硬化全覆盖。他还利用在外企工作
期间积累的资源，引进5家企业，为村
里增加150多个就业岗位。

2017年，埠子镇对17个村居进行
年度综合排名，蚕桑村成功逆袭，成为
第一名，周炳均干劲更足了。他和村党
支部又把目光瞄准村里的特色产业蚕
桑种植，推动村里建起电商集聚区，实
现蚕桑产品触“网”。全村电商年销售
额突破1.5亿元，村民家门口就业岗位
增加280个，桑树亩均收益达7000元。

“这几年啊，房子和路都修好了，
平时在村里转一圈，我都感觉心情舒
畅。”看着自家院里的百年枣树，81 岁
的王官集镇唐圩村村民唐献柏感慨不
已。说起这棵附近十里八村有名的

“网红”老树，老人的自豪之情溢于言
表：“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过来打卡这
棵‘网红’老树，他们说，没想到唐圩村

风景这么好！”
2017 年起，按照创业富民型、矛

盾调处型等培养方向，宿城区精准选
聘 380 名“返乡兴村千人计划人员”。
唐圩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先兵就是第一
批经“返乡兴村千人计划”招考选聘的
村干部之一。

上任后，王先兵发现村里能让村
民致富增收的项目少，便承包土地打
造阿兵家庭农场，种植冬桃、无花果、
蜜杏等果树，让近20户低收入农户足
不出村有活干。为了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王先兵利用早年在外地的创业资
源建立管业科技公司，生产各种高低
压电力护套管，又带动20余人就业。

“返乡兴村千人计划”实施以来，
宿城有57名村干部被评为市、区创业
之星，20 余个创业项目获省、市表彰，
带动周边6000余名群众创业就业。

掩映在树木之中的民居、林荫步
道、石磨小桥⋯⋯在耿车镇刘圩村，一
派“水在村中流，人在画中游”的田园
风光。可是，最初启动村居环境整治
时，不少村民还有顾虑，害怕村里的老
物件和历史没了。为此，村党支部书
记丁义录和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征求意
见，记录村民对村居改善的要求。最
终，刘圩村的水圩特点被保留下来，沟
渠河塘环绕，两口古井被复原，带有历
史印记的旧磨盘、石槽等生活遗存都

融入村庄的景观中，柿树、枣树、核桃
树等乡土树种得到保护，为刘圩增加
更多乡土记忆。

“环境改善了，村党组织还要让村
民有事做、有钱挣，日子越过越红火。”
丁义录告诉记者，刘圩村根据年龄、学
历、工作实绩等，从原村“两委”班子中
留用一批、从返乡新村干中转任一批、
从退伍军人、致富能人中新选任一批，
建设一支业务能力全面的村干部队伍。

这支队伍很快就发现刘圩发展多
肉植物产业具备的优势。依托“支书+
大户+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刘圩村新建规划面积 1.4 万亩的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引进38个项目，建
成 3000 亩核心区、42.6 万平方米温室
大棚，培育多肉植物品种500多个。去
年，园区交易额突破13亿元，其中电商
交易额突破 11 亿元，辐射带动当地
1000 多名农民、170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业创业，年人均增收超2万元。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
是村‘两委’换届的筹备之年，宿城坚
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紧扣‘早、
准、快’，提早谋划、精准定位、快速调
整，全面优化村‘两委’结构，为乡村振
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宿城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谭永恒说。

本报记者 卢晓琳
本报通讯员 秦 秀 焦 尉 陆 宁

“返乡兴村千人计划”提供人才支撑

才聚业兴，宿城乡村风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