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年轻时吃苦，如今儿女个个贴心孝顺伟大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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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张世华说，老人是河南人 ，由于
日子清苦，解放前还曾讨过饭，后来当上
了妇女主任。“1976年，我的第二个孩子出
生了，娘便来到仪征，帮我带孩子，和我生
活在一起。”

病友说，老人真幸福，儿女个个孝顺，
不分白天黑夜地守在她身边，不嫌脏累地

照顾她 。张世华说 ，小时候家里穷 ，没得
吃， 娘用野菜和高粱皮混起来做窝窝头，
一人一个充饥，“娘的那一个舍不得吃，留
下给我。” “打仗的那段时间，我在外面玩
着，枪声就响了，所有的人都是往家跑，娘
听到枪声往外跑， 边跑边喊我的名字，直
到看到我，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娘拉扯我们长大，吃了很多苦，我们
就想她晚年幸福。”张世华说，老人从87岁
开始，先后11次住院，有几次都徘徊在生
死边缘，是家人和医护人员的呵护，让她
每次都挺过来。老人说，曾经吃过的苦，流
过的泪，又算什么呢？那时，她怎么也想不
到今天会过上如此有滋有味的生活。

近17年里，她先后11次住院，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每次都在家人、
医护人员的呵护下化险为夷

病房里传来

病房里过生日，与医生约定4年后来换心脏起搏器
儿子称其长寿秘诀是，遇上好时代，保持好心态

本报讯 （记者 赵磊） 昨天下午，由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主办的首届“我是
环卫人”大型公益活动，在宋夹城公园举
行。活动现场，相关人员宣读了环卫人“建
设美丽中国”倡议书，我市爱心企业金威
环保科技公司向环卫部门赠送了有害垃
圾收集箱，并向20户环卫困难家庭每户发
放1000元慰问金。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秘书长范明
志介绍， 今后每年1月都将举办这一大型
公益活动， 以呼唤全社会关心环卫工作，
关爱环卫工人。

活动现场，金威环保科技公司向我市
环卫部门赠送了有害垃圾收集箱，并向我
市20户环卫困难家庭每户发放1000元慰
问金；全体参会代表开展“当一天环卫工

人 ”实践活动 ，全体人员穿着 “我是环卫
人”标志服装，走上一线，与环卫工人共同
打扫宋夹城公园，号召大家要珍惜环卫工
人劳动成果，尊重环卫工人。

市环卫处负责人介绍，为了深入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今年将成立专门的有害垃
圾收集队伍，在我市1300个住宅小区主出
入口设置有害垃圾收集箱。

据介绍，扬州实行环卫市场化综合运
作以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首先是
彻底分离环卫部门的管理职能与环卫作
业职能 ，实现 “管干分离 ”，从政府 “花钱
养人做事”到“花钱购买服务”，提高环卫
清扫保洁作业质量。 其次， 环卫作业工
具，尤其是增加的作业机械全部由中标企
业承担， 节省了政府投入。 垃圾焚烧发
电、餐厨厌氧发酵都产生了经济效益，为
保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餐厨废弃物处
理厂的收支平衡和稳定运行提供了有效
保障。最终市场化清扫保洁和垃圾终端处
理市场化运作，进一步改善了人居环境，
城市形象、 文明程度和整体品位显著提
升，广大市民对当前市容环境的满意度明
显提高。

104岁老太太的歌声

’’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2日下午2点多， 在苏北医院心血管内科
病房，医护人员推着蛋糕来到患者刘凤兰
的病床前， 大家一起为她唱起生日快乐
歌，老人向大家连声说：“谢谢！”

吹灭蜡烛后，老人77岁的大儿子张世
华握住老人的手一起切蛋糕，第一块送到
她的嘴里。老人乐得合不拢嘴。蛋糕上红

色的“寿”字映着老人的笑脸，整个病房里
其乐融融，暖意溢满每个人的心间。

两周前，老人突然呼吸困难，想起几
年前苏北医院给她安装心脏起搏器的“救
命医生”， 家人赶紧将她送到苏北医院治
疗。在医护人员细心呵护下，老人恢复良
好。

几天前，苏北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师顾翔得知老人12日将过104岁生日，于
是带着科室医护人员为老太精心策划了
一场生日会。老人说，没想到，生病后在医
院里还能过生日。这样意外的惊喜，让老
人笑开了花，红了眼眶。

当天，老人和家人一起与顾翔约定，4
年后再来更换心脏起搏器。 大家说：“120
岁再相会。”

四年前，老人突然喊胸口疼痛，还出
现了抽搐症状。经苏北医院检查，属于恶
性心率失常。顾翔介绍，当时老人还出现
了心脏骤停。于是对老人进行抢救，给她
装上心脏起搏除颤器，挽救了她的生命。

张世华说，“娘是我们附近的 ‘明星’
呢，经常有人要和她合影。”

老人为什么能长寿呢？ 张世华表示，
遇上了好时代，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玩，
医疗技术水平高；好心态，娘整天乐呵呵

的，不爱烦神。最后就是家庭和睦，这一次
病了弟弟、妹妹都从河南赶过来。当然还
有平时，营养搭配均衡，每天早上20多
种品种的杂粮粥一碗， 还有一个
鸡蛋，不吃蛋黄。 苏宣 丁云

病房里过104岁生日，4年后来换心脏起搏器A 甜蜜约定

C 遇上了好时代，有个好心态长寿秘诀

刘凤兰老太

太的家人、 医护
人员共同为她庆

祝104岁生日，整
个病房里其乐融

融， 暖意溢满每
个人的心间。

1300个小区
将设有害垃圾收集箱

树立环保意识 ，
减少使用一次性产

品， 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保持环境清洁，不
乱扔垃圾， 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 维护环卫
设施，文明使用公厕，
正确投放垃圾， 不损
坏弄脏垃圾桶。 让我
们积极行动起来 ，从
我做起， 从点滴小事
做起， 为保护美好环
境， 建设美丽中国而
共同努力。

首届“我是环卫人”大型公益活动昨在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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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监督检查党章执行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情况 ，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 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进反腐
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 强化自我监督、自
觉接受监督，建设忠诚干净担
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
强保证。

第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加强对党内政治生活状
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民主
集中制等制度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对“七个有之”问题高
度警觉，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两面派 。聚焦政治立场 、政治
原则、 政治担当和政治纪律，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把选人
用人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第二，全面推进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加强党对反腐败工
作的统一领导，构建党统一指
挥、全面覆盖 、权威高效的监
督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认
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探索形成高效顺畅的监察工
作运行机制，实现执纪审查与
依法调查有效统一，加强监察
机关与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
执法部门的工作衔接，把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三，巩固拓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成果。领导干部
要带头转变作风，经常摆摆表
现、找找差距，坚持身体力行、
以上率下 ，形成 “头雁效应 ”。
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个节点一
个节点坚守，关注“四风”问题
新表现新动向，在反对形式主
义、 官僚主义上下更大功夫，
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
差的严肃问责。坚决反对特权
思想和特权现象，教育引导党
员领导干部增强群众感情，严
格约束自己，严格家教家风。

第四，让巡视利剑作用更
加彰显。制定中央巡视工作规
划，贯彻巡视工作方针 ，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深化政治巡视，
统筹安排常规巡视，深化专项
巡视，强化机动式巡视 ，综合
运用巡视成果 ， 狠抓整改落
实，提升全覆盖质量 。深入开
展巡察工作，建立巡视巡察上
下联动的监督网。

第五，全面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 开展经常性纪律教育，
发挥先进典型引领示范和反
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坚持惩
前毖后 、治病救人方针 ，深化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
化日常监督执纪，有针对性地
建章立制，把制度的篱笆扎得
更紧。

第六，巩固发展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 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
强高压 、长震慑 ，坚持受贿行
贿一起查 ，坚定不移 、精准有
序，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
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 ，重点
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
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
案件， 着力解决选人用人、审
批监管 、资源开发 、金融信贷
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
败问题 ， 加强反腐败国际合
作，深化标本兼治 ，构建不敢
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体制机
制。

第七，坚决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问题。围绕打赢脱贫攻坚
战，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把惩治基层腐
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
查处涉黑“保护伞”。紧盯群众
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大集中整
治和督查督办力度，把全面从
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第八，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责任落到实处。加强对所辖地
区和部门党组织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
用好问责利器 ， 做到失责必
问、问责必严 。加强上级纪委
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完善地方
纪委派驻体制机制，强化监督
职责，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全面
覆盖、层层传导。

全会要求，打铁必须自身
硬。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
纪检监察干部要始终做到忠
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
清正廉洁 ， 始终坚持人民立
场、秉持高尚情怀 ，始终坚持
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 、忠于职
守、认真履职 。要增强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许党许国的担
当精神 ，提高履职能力 ，强化
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保持做
好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定
力、耐力、活力，保持工作 、政
策、措施的连续性稳定性前瞻
性，认真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光荣使命，确保党和人民赋
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
的利剑永不蒙尘。

全会号召，要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无私无畏、奋发有为，
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
效，为落实党的十九大战略部
署，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上接1版）同时实施城市环境
大整治，以文昌路、扬子江路、
江阳路 、环古城道路等 “三路
一环” 和城市主要出入口、比
赛场馆周边、宾馆酒店周边为
重点，分层分级 、全面开展安
全大整治 、交通大整治 、环境
大整治， 确保以安全有序、清
洁清爽、文明美丽的崭新形象
迎接八方宾客。

在此基础上，顺应新时代
扬州城市发展的特征和要求，
市区和三个县市也将同时发
力、同向建设、同步提升，全面
展示现代化大扬州的形象、特
色和魅力。我市将致力建成主
题清晰的组团、板块，坚持“建
城先建核 ”， 推动新城 “公
园+”、老城“+公园”，在江广融
合区、主城东南片区和三个县
市新城同步规划建设高标准
的中央公园 、中心公园 、商业
综合体 、科技综合体 、农贸市

场、邻里服务中心和高品质的
住宅小区、人才公寓，形成“大
公园 、小户型 、全服务 、高品
质”的片区发展模式 。同时致
力打造定位清晰的城市经典。
主城将聚焦三湾湿地公园 、
“七河八岛”、“三河六岸”等重
点区域，三个县市将在各自新
城中央公园周边， 强化片区、
建筑的规划设计， 优化方案、
优先供地 ，精心建设 、重点打
造。 同时将着眼扬州全域，努
力构筑走向清晰的新时代城
市发展新轴线。

“城市建设大发展 ，得实
惠的是老百姓。扬州这几年实
施的一系列城市建设项目，方
便了百姓 ，改善了环境 ，提升
了居民生活质量。未来扬城在
推动实现城市建设高质量的
同时，百姓生活也将迈向高质
量。” 城建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上接1版）目前，广陵地税局
办税厅正在打造 “共建共驻、
智能融合”和“优商驿站”两大
服务品牌， 创建VIP服务工作
室，用创新举措进一步提升纳
税人满意度。 优质的服务，带
来纳税遵从度不断提高，实现
了税收收入稳步增长，2017年
广陵地税局共组织各项收入
46.4亿元。

健康向上的文化氛
围，涵养凝聚力

凝聚力的生成，还得益于
风清气正的机关生态和文化氛
围。 广陵地税局认真落实民主
集中制， 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
积极性、创造性。广陵地税局四
分局分局长唐枫， 就是一个强
力的“凝聚核”。他由普通开票
员一步步成长起来， 在每个岗
位上都冲在前面，哪里最忙，哪
里就有他的身影。如今，每一次

出台税收新政策， 他都率先研
读掌握， 梳理知识要点和常见
问题，让分局成员跟着学。当班
期间， 只要还有一个纳税人办
税，唐枫都不会下班。

广陵地税局重视税务文
化建设、 文明单位创建等工
作，开展了“书香地税”“税韵
话廉”等丰富活动。该局拍摄
的税收公益广告《税月诚》，在
中国税务网展播，税收宣传摄
影作品获《中国税务报》好新
闻奖。该局近两年还创作微电
影《爱莲说》、连环画《平安局
长的一天》《用青春擦亮税徽》
等作品， 廉政文化氛围浓郁。
自2012年7月组建以来， 短短
五年多时间，广陵地税局两个
分局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区
局获得省级“职工书屋”示范
点、省级“五四红旗团支部”等
荣誉，局办税大厅还被评为省
级巾帼文明岗。

全面从严治党决不能半途而废

城市建设大会战 构筑发展新轴线

抓党建 抓出凝聚力战斗力

倡导者在宋夹城内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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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为老太太庆生。

护工与老太太合影。

“大海航行靠
舵手，万物生长靠
太阳，雨露滋润禾
苗壮……”12日下
午，104岁的刘凤
兰坐在苏北医院病
床上唱起这首《大
海航行靠舵手》，边
唱边舞动起双手，
笑容挂在了老人的
脸上，也挂在整个
病房里每一位家属
和医护人员的脸
上。看着身边的儿
女，想想刚刚医护
人员为她庆祝104
岁生日时的约定，
老人抑制不住地笑
起来。

主治医生看望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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