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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岳旭
通讯员 赵娣

春节期间，新沂市处处喜庆繁忙，文明
新风劲吹：志愿者给留守儿童送去爱心礼
包，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有序开展防疫宣传，
公交车上、商场、超市里市民自觉排队。

去年以来，新沂深入开展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1月25日，在中央文明办通报的
2018年-2020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名单中，新沂位居全省第一。“要持续发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坚持全域联动、不留死
角，力争创成全国文明城市，持续提升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新沂市委书记陈
堂清表示。

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是新沂创建文明城
市的“重头戏”。在新安街道新华小区，原本
拥挤杂乱的老旧小区成功“蝶变”——拆除
违章建筑146处，清理公共空间6000多平
方米，小区环境面貌全面提升。在沭东花园
社区，多年破损的沿街路面整修后焕然一

新，还新增停车位，群众纷纷点赞。
“以前下楼看哪儿都烦，现在就喜欢在

院子里转转。”在造纸厂宿舍小区，居民李欣
平感叹，道路宽了、环境美了，下水道不堵
了、线缆入地了，还添置了棋牌室、阅览室
等，居住环境从“面子”到“里子”都得到质的
提升。

在新沂，群众不断提高的满意度和幸福
感，为文明创建注入不竭动力。从基础最薄
弱的老旧小区、棚户区和背街小巷整治，到群
众最不满意的小区管理、违章搭建，城市功能
设施配套、服务网络覆盖……新沂“挂图作
战”，将全市236个小区、5个农贸市场、296
条背街小巷用不同颜色挂图标注，逐个突破。

去年以来，新沂市以垂直化指挥、网格
化管理、高效化运转的组织体系，落实落细
创建文明城市相关措施——

下发《2020年新沂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关于落实薄弱小区
包挂整改工作责任制的通知》等系列指导文
件，完善细化相关单位职责分工、压实创建

责任。
出台《新沂市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考核办法》，强化文明城市创建日常
管理和过程考核，推动创建工作常态化、长
效化。

瞄准城市乱堆乱放、私拉乱接、乱闯红
灯、犬只散养等不文明乱象，成立市容环境、
交通秩序、停车便利化、文明养犬等5个专
项行动组，每周开展5次联合行动，同时利
用无人机航拍、“人脸识别”抓拍等科技手
段，形成治理不文明乱象合力。

统一设计13类150种公益广告宣传模
板，规范各创建点位公益广告投放标准；从
服务态度、文明礼仪、投诉机制等方面入手，
规范化提升窗口单位服务质量；实施主城区
分片“包挂包创”，镇村“月推进、季考核”，一
体化提升城乡全域文明创建。

去年12月，“德润钟吾 爱满新沂”江苏
省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新
沂举行。活动现场，自掏腰包照亮村民回家
路的邵店供电所运维工丁汉成，连续5年担

任留守儿童班班主任的合沟中学教师王冠
臣，时刻把帮助驻地群众脱贫挂心上的武警
新沂中队……一个个新沂大地上的“凡人善
举”温暖着所有来宾的心。

这是新沂以创建文明城市为统领，提升
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新突破：投资46万元建
设新沂好人园、好人长廊；好人广场、善行义
举榜实现市镇村三级全覆盖；常态化开展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和“感动新沂人物”评选表
彰和学习宣传活动，先后涌现出“江苏省道
德模范”2人，“徐州市道德模范”8人，“中国
好人”10人，“江苏好人”14人，“徐州好人”
44人，每年评选出各类先进典型3000余人。

如今的新沂，乡村大舞台、纳凉晚会、丰
收节、广场舞等已成为广大基层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上向善的新风正
气牢牢占据群众精神高地。目前，新沂共有
县级以上文明村135个、文明镇11个、文明
家庭300余户。

全域联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新沂：深耕文明沃土 绘美城市风景
本报讯（记者 何莹子 通讯员 袁龙旭） 2 月 26 日，

徐州市云龙区汉风街道昆仑社区为居民端出元宵节“牛
年向前犇”文化大餐，舞蹈《红唇》《花开别样红》、古筝独
奏《故乡》等精彩节目，引得现场掌声阵阵，社区网格员
把法制廉政灯谜竞猜活动穿插其中，寓教于乐，活动现场
高潮迭起。

“这次活动，弘扬和传递了正能量，营造了和谐美好的社
区氛围，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馨。”社区
居民胡倩感慨。

近年来，昆仑社区探索“党建+文化”治理新模式，唱响
“春、夏、秋、冬”四季歌，用文化精品奉献群众、教育群众、服务
群众，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更加走心、入心。

在昆仑社区，“春之声”“夏之舞”“秋之思”“冬之韵”的文
化四季歌和以“大美昆仑”为主题开展的系列文化活动，牢牢
占领群众的思想阵地，春节、端午、国庆、中秋、元旦等节日都
不曾缺席。社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文艺汇演、

“重走红色路线”等活动，形成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健康向上
的社区文化氛围。

昆仑社区以“初心驿站”“党群微家”“社区精神文化墙”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为依托，以思想教育专题课为抓手，用
昆仑人看得懂、弄得明白的方式，打造群众身边的特色文化活
动。在“初心驿站”的初心剧场，每周定期放映红色影片、党员
教育片、先进典型微故事等，宣传党的政策、传递党的声音；组
织党员群众赴邳州王杰纪念馆、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纪念馆，
重走红色路线、重温红色文化；鼓励引导辖区共建单位、党员
开展主题文化活动……

退休党员郭述福说，“社区的一系列活动让我们感受到党
的温暖，也体会到时代韵味和民生甜味，我们的幸福生活更有
奔头。”

昆仑社区：
党建+文化，激发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何莹子） 在家附近就能买到新鲜蔬
菜，出门就能吃到美食大餐，想办张银行卡不用跑太
远……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生活需求，在发展空间有限
的涉农社区却并不容易实现。在徐州最大的安置社
区——云龙区大龙湖街道惠民花园小区内的丁庄社区，
随着一栋面积6000余平方米的惠民商业楼建设，居民们
的梦想很快就要实现了。

惠民花园小区由周边7个涉农社区集中搬迁安置形
成，现有居民3.8万人。其中，丁庄社区5627人。面对涉
农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丁庄社区多次召开党员
群众大会，讨论集体经济发展方案，最终决定建设惠民商
业楼并对外招租，预计年收入可达300余万元，能让集体
收入翻10倍，同时还将极大方便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2月，商业楼建设已接近完工，大型商超、教育培训、银
行网点等便民配套项目将入驻商业楼，补齐惠民花园小区
生活设施不足的短板，为小区居民打造“5分钟便民生活服
务圈”。

“我们致力于打造富裕和谐稳定的幸福社区。”丁庄社
区党支部书记孟明良告诉记者。社区热情关注每一件民生
小事，有居民反映单元楼前的路灯不亮了，干部迅速安装新
路灯；下水道堵塞了，网格员立刻前去疏通。在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建有崭新的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妇女儿童服务中心等。社区一角，供居民休闲娱乐的长廊
正在建设……一个居有所乐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正在形成。

丁庄：
涉农社区焕新颜

本报讯（记者 李刚）“在徐州，饺子绝对不能‘趴窝’，个
个都要立起来。”近日，徐州市云龙区子房街道响山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里一片忙碌，云龙区司法局工作人员、社区志愿
者一起为徐新生（化名）庆祝“生日”，他们包饺子、切蛋糕，现
场洋溢着幸福的气息。社区主任李冬云手把手教，徐新生认
认真真学，一排排饺子很快就包好了。

徐新生今年35岁，过去的他命运多舛，小时候被拐卖，多
年前流落于开封、上海、徐州等地，居无定所，身无所长，受生
活所迫，触犯了法律。2019年5月刑满释放后，由云龙区司
法局负责接收安置。

云龙区司法局张东阳介绍，徐新生属于特殊的“三假”（假
姓名、假地址、假身份）人员，解决户口问题，成为他重新走向
社会的拦路虎。该局多次发函给公安机关，经过近一年的
努力，终于在去年春节期间，为徐新生办理了身份证。区司
法局还帮他找到一份传菜员的工作。适应一段时间后，他
又来到一家门窗公司做工，月薪4000元。去年疫情防控期
间，徐新生还担任社区抗疫志愿者。

蛋糕上，只插着一根生日蜡烛，象征着这一年来，徐新生
在社区重获“新生”。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徐新生哽咽着说：

“35岁了，第一次吹蜡烛，第一次吃生日蛋糕。我要知恩感
恩，努力工作，更好回报社会。”

“刑释人员的‘小事’，就是安置帮教的‘大事’。”云龙区司
法局党组书记、局长于尊岭说，面对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他
们，政府和社会要不嫌弃、不歧视、扶一把，用爱心去感化，激
发他们重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35岁的他，
吹灭“一岁”生日蜡烛

□ 本报记者 张涛
通讯员 李路

2月23日，一股突降的寒潮让早春的徐
州添了几分凉意，贾汪区大吴街道后王台村
老党员王化治的家里却格外热闹，种满花木
的小院内，老人正和几名老伙计拉着二胡，
吹着葫芦丝。“要赶在元宵节排练好，给村民
们露一手，让大家一起乐呵乐呵。”王化治告
诉记者，如今住上了新房，村民们的生活都
有了新奔头。

老人的院子不大，物件却归置得整整
齐齐，左手一侧是厨房，摆着吃饭的家什，
北边放着鞋架，换鞋后进入堂屋，屋里的
装饰和家电布置与城市居民无异，几十平
方米的空间宽敞舒适。

在后王台村村民的记忆里，昔日一到冬
夏季节就格外难熬。“特别是夏天，由于地势
低，逢大雨屋里就漫水，家家户户只得拿沙
袋堵在门口，村民个个都成了‘抗洪抢险’

的好手。”王化治尤记得2015年，一场持续
的大雨让村子变成一片汪洋，他站在屋里，
雨水都淹到了大腿，桌椅、衣服、鞋袜漂得
到处都是，很是狼狈。2018年，后王台村统
一规划翻建，每户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
的两层院落拔地而起，居住面积较原来增
加近一倍，绿地、水厕、燃气等公共设施配
套完善，宽带和4G网络全覆盖，大大改善了
居住条件，提升了幸福指数。

后王台村是大吴街道建平村下辖的自
然村，近年来，建平村采取多种形式，先后实
施近2400户村民居住环境提升工程，切实
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放眼整个大吴街
道的农房改善，近8000户村民从中受益。

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是大吴街道农民
住房改善工作的主战场。近年来，该街道先
后实施建平村、两妥村等村庄整体搬迁，新
建一批现代化社区，完成了河上庄、双楼、解
台等五个片区1600户41万平方米的村庄
搬迁，整理成片产业用地近1500亩，通过招

商引资，引入一批行业龙头企业进驻，既增
加税收补充了集中居住区建设资金，也解决
了村民就业问题。

后王台村往南不到一公里，便是高楼林
立的“星光花苑”小区。作为陈楼村整体搬
迁安置小区，“星光花苑”内地下车库、物业
管理、绿化设施一应俱全。

驻足小区环顾，9幢美丽宜居的高楼鳞
次栉比，运送装修材料及家具的车辆来回穿
梭，有的住户正在装修，有的则正忙着添置
家具。“我们选了122平方米的房子，通风、
采光都不错。最主要的是爱人腿脚不便，有
了电梯，就省心了。”7号楼12层的闫大伯高
兴得合不拢嘴。

一张张笑脸，洋溢着幸福。“住上新房
子，心就安在了大吴。我最喜欢的就是毗邻
小区的运河公园，大家把小区叫做运河景观
房。”陈楼村村民张严乔迁新居后，在他122
平方米的新房里过了第一个年。

多年前，张严是大吴街道运河码头上

的一名装卸工人。“那个时候，运河边上大
大小小的私人码头不少，装卸主要是跟煤
打交道，脸上就从未白净过。”张严说，抬
头灰蒙蒙，嘴里全是煤，一心想着要逃离。
2016年，随着26个煤炭小码头相继拆除，以
及双楼物流园片区的规划建设，大吴开始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又脏又乱的运河两岸，迎
来通江达海的双楼内河港，航运的发展，
又不断推动临港新城的建设。

2019年，各大物流公司入驻临港新城，
把上千个就业岗位送到村民家门口，张严成
为“普洛斯”物流公司的副经理。出了家门

“抬脚”就到公司，张严的工作主要是和仓储
快递公司对接，做好现场管理和服务，不仅
体面，每月还有超过6000元的薪水。

住上了新房，谋上了新业，张严对如今的
生活很满意。“从脏兮兮的煤炭装卸工，到正规
化的公司管理层，切切实实感受到家乡变化给
生活带来的幸福感。”望着仓储厂房内有序
穿梭的电动叉车，张严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后王台村民住上运河景观房

□ 本报记者 张耀文
通讯员 苗永乐 赵祥宇

春节刚过，微山湖畔沛县五段镇的电商
们便进入忙碌的发货高峰期。2月24日，记
者走进该镇七段村电商产业园，只见工人们
忙着分拣各类商品，一辆辆铲车将产品装上
排队等待的大货车，准备发往各地，其中有
许多出口到国外。

七段村电商产业园是五段镇最早规划
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产业园，集玻璃制品
深加工、仓储、物流、门店于一体，可同时容
纳电商100余家，带动3600余人就业，年销

售额近6亿元。
“这几年，园区大力发展‘互联网+’产

业，由单一的玻璃制品转向玻璃分割、丝
印、雕刻和木塞制作等多种产品，还通过冷
链物流把当地土特产销往全国各地。”产业
园负责人郭召强自豪地说，目前产业园已经
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形成

“买全国-卖全球”的发展格局。
近年来，五段镇按照“统一规划、园

区引导、企业运作”的原则，以七段电商
产业园为核心向外扩张，建设“电商淘宝
镇”，如今全镇16个村共有600余家电商
企业，其中年销售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

电商企业有6家，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
上的有 20多家，成为江苏省电子商务示
范镇。

五段镇电商代表人物史继浩，父亲搞玻
璃制品批发多年。电商时代的来临对他家
企业造成很大影响，销售一度下滑。2014
年，镇里开始发展电商产业，史继浩开办了
玻璃制品淘宝企业店，去年销售额达到500
多万元，吸纳了30多名村民务工。

电商产业的发展也为模具制造、切割、
丝印、烤花、制盖和包装的相关企业带来了
丰厚回报，带动2000多人就业，物流快递企
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助推产业发展。

走进徐州厚宏玻璃科技有限公司，100
多名工人忙个不停。企业负责人曹中雷拿
起一个加工好的小巧精致的瓶子对记者说，

“我们平均每天能加工1万个这样的瓶子，
与电商企业合作销售，销路完全不用愁。”

电商产业快速发展，让五段镇老百姓获
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后六段村曾是“省级
经济薄弱村”，现在全村有近300户从事电
子商务，从业人员1000余人，销售额突破3
亿元，集体收入也快速增长，连续3年被阿
里巴巴研究院评定为“中国淘宝村”。春节
期间，全村2448名村民领到总额150万元
的集体分红。

玻璃电商火了沛县五段镇

元宵佳节，丰县中阳里街道东大社区党委将党风廉政建设与传统文化活动相结合，举办了一场妙趣横生的“忆党史、话廉
洁、猜灯谜、庆元宵”主题活动，让广大党员和居民在欢度佳节的同时回顾百年党史,学习红色文化。 高荣光 摄猜灯谜忆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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