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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的农村生活，让我体会到劳动的
辛苦，更体验到收获的喜悦。”近日，开学即
将上初二的田坤泽跟着妈妈谷秀珍从长春来
到位于通化县大安镇水洞村的大姨家，体验
了一周的农耕生活。从带着几分忐忑尝试了
许多个“第一次”，到信心满满地在集市上卖
菜，小田说，自己的这次暑期“劳动课”收获
满满。

刚到大姨家的第一天，小田就被院子里
的“百宝园”吸引了。西红柿、茄子、豆角……
他不仅发现了许多经常出现在家里餐桌上的
蔬菜，还有自己平时爱吃的西瓜、草莓，在亲
属的指点下，小田还认识了紫苏和土豆秧。

“小田，一会儿吃炖土豆，咱们先帮大姨
夫到园子里起土豆。”马上进入角色的小田看
着大姨夫用犁趟完地，然后学着妈妈的样子
用锄头把土豆刨出来，擦去泥土放到筐里。

“啊，这是什么虫子！”平时只见过蚂蚁和蚯蚓
的小田被地里那些不知名的小虫子惊得跳出
老远。“地里没喷农药才会有虫子，这才是原
生态。”谷秀珍鼓励儿子继续挖。不一会儿，筐
里装满了土豆，小田将满筐土豆提回家，衣服
已经被汗水湿透，他第一次深深体会到了“汗
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小田拿起锄头开始
下地干活，刨坑不能太深不能太浅，坑间距离
在30厘米左右，每个坑里撒下10粒左右的大
白菜种子……小田的手上磨出了泡，但想到
两个月后就能收获大白菜，他非常开心。

离开大姨家的前一天，小田和表弟带着
新摘的豆角和茄子去镇上赶集。“表弟负责叫
卖，我负责过秤、收钱。”小田说，不同于平时
在超市里看到的电子秤，农村用的是盘秤。为
了将秤杆稳稳地挑起，不让秤砣掉到地上，他

着实费了番力气，还在家里演练了多次。“没
事儿，慢慢来。”在大家的鼓励声中，小田越来
越熟练，短短一个小时，菜卖光了，共赚了98
元，他们用这些钱买了很多好吃的与家人
分享。

看着儿子晒黑的脸，谷秀珍虽然有些心
疼，但觉得孩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什么叫
劳动最光荣，只有亲身体会才能真正理解它
的含义。”谷秀珍说，她比较重视孩子劳动意
识和能力的培养，经常带着孩子参与“长春小
义工”社团的公益活动，为残疾儿童家庭搬运
过秋菜，孩子在家里也会承担一些家务。教育
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
版）》要求，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
成为中小学一门独立课程，她这是先走一步，
这么有意义的“劳动课”，她以后还要带着儿
子多来体验，让孩子在锻炼中成长。

小田的暑期“劳动课”
本报记者 孙 丹

“ 孩 子 ，离 水 边 远 点
儿！”近段时间，家住南关区
艾家店小区的支玉林每天
都到伊通河全安街道段巡
查，他沿着河岸仔细查看有
没有孩子在附近玩水，河道
水位有什么变化，周边安全
措施是否到位……这是他
担任百姓护河志愿者的职
责，他说，暑期来临，河边游
人增多，宣传安全常识、防
止溺水事故发生成了他巡
河时关注的重点之一。

2017年，全安街道全安
广场社区成立了百姓护河
队，年逾七旬的支玉林毛遂
自荐成了第一批志愿者，他
和伙伴们一起负责伊通河
全安街道段、永安明渠全安
街道段的护河任务。“我的
家就在伊通河边，参与巡河
护河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
一部分。”支玉林表示，按要
求一天巡查 3 次，到了夏季
河边游人多的时候，他们就

会增加巡河次数，雨水大的时候，更要随时观
察河道水位变化并及时上报。2日上午，室外
温度超过30摄氏度，记者跟随支玉林一起巡
查河道，一圈走下来，早已是大汗淋漓。“我们
都已经习惯了。”脸和胳膊都被晒成黑红色
的老人笑着说。

据了解，全安广场社区百姓护河队目前
有志愿者上百人，有住在附近的居民，有附
近企业的职工，还有社区网格长及工作人员
等。7 月以来，该社区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
动，动员百姓护河队的志愿者分别对伊通河
全安街道段、永安明渠全安街道段的水面、堤
岸杂物进行清理，劝阻在岸坡违规种菜行为，
并开展暑期安全宣传等活动。

正值暑假，一群青少年也加入护河队伍，成
为“河小青”志愿者，孙若铭就是其中的一名小
志愿者，他从去年开始参与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社区的叔叔阿姨们说，河边的环境变得越来越
美，我们要维护好。”孙若铭告诉记者，通过参与
志愿服务，他不仅了解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更
可以将学到的防溺水常识转述给身边的同学，
并告诉大家千万不能下河野浴。

全安广场社区党委书记姜大革告诉记
者，近两年，社区一直积极开展护河志愿服务
活动，他们将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保
护河道水环境，共同扮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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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鑫多 通讯员李臻尧
贾雯涛）日前，市消防救援支队119指挥中
心接到市民求助，南关区明珠小区9楼住户
家有马蜂窝，严重扰民。消防救援人员奋战
一个多小时，成功排除隐患。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窗外
有很多马蜂顺着空调孔爬进外墙保温和窗
框内筑巢，在房间内能够清晰听到马蜂扇

动翅膀与木质窗框摩擦产生的“沙沙”
声。消防救援人员连同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先利用发泡胶对空调孔房间内的部分
进行封堵，随后，消防救援人员身穿防蜂
服，做好安全保护后，开始处理蜂巢。由
于不时有马蜂飞动，且 9 楼窗外没有救援
作业面，消防救援人员身着厚厚的防蜂
服，行动起来十分困难，经过不懈努力，

最终排除所有隐患。
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发现马蜂窝后不

要惊慌，不要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擅
自处理马蜂窝，应立即联系专业人员处
理。如果马蜂进入室内，可利用杀虫剂进
行驱赶。如果被马蜂蜇伤，可用肥皂水进
行简单处理，减轻伤痛，并立刻前往医院
进行救治。

马蜂筑巢居民家 消防员化身“清蜂侠”

本报讯 （记者孙丹）为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环保
意识，让大家掌握垃圾分类的方法，减少垃圾的产
生，日前，南关区文庙社区组织开展了“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手工布袋DIY活动。

活动一开始，志愿者董春伶老师结合生活实际，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让
大家在了解四大类生活垃圾分类方法的同时，引导他
们按照垃圾桶上的标识进行投放，并在日常生活中加
以运用。董春伶对垃圾分类的讲解得到了现场居民一
致称赞。紧接着，社区工作人员将印有分类垃圾标识
的布袋及染料、画笔、调色盘分发到居民手中，大家
在董春伶的指导示范下，按步骤开始制作属于自己的
环保布袋。普普通通的环保布袋经过大家的描绘焕然
一新，“买菜用环保布袋，可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一
位居民说。大家相互展示着自己的作品，分享着环保
心得，表示在生活中要争当环保达人。

上图：在老师耐心指导下，居民们细心制作环保
布袋。 孙丹 摄

学做环保布袋
争当环保达人

“这个循环泵已经重新维护过，这回不
能再有噪音了。”3日，在吉林省春城热力
解放事业部自强站7—4泵房里，维修工王
森与同事把 20 公斤重的管线循环泵装好
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然后马不停蹄地赶
往下一处检修点。

“王师傅，听说你快要退休了，以后过
年能吃上团圆饭了。”在路上，很多居民都

认识王森，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在这个泵
站工作 10 多年了，跟很多用户都成了朋
友，很多个除夕我都是在泵站过的，他们都
知道。”王森解释说。

每年5月开始，供热企业就迎来了“冬
病夏治”期。王森说，很多人一提到供热工
作，都会认为这是冬天的事情，但对于供热
管线维修工而言，夏季依然非常辛苦，“很

多问题要在夏天解决，这叫做‘冬病夏
治’。”王森是一名普通供热维修工，今年冬
天供热季开始前就要退休了，暑伏天的闷
热日子里，原本可以选择在家休息，可他
却格外珍惜在岗的分分秒秒，在泵房巡
检、下井换管，“干了 38 年的维修工，要
离开了，反而舍不得，退休前要站好最后
一班岗。”王森说，冬季管道泄漏，影响

用户供热，夏季把管道维修到位，才能更
好保证用户冬季供热。

“王师傅，您看看这个法兰盘安装到
位吗？”“有点儿小问题，管道接头要用锤
子敲平。”在狭小潮湿的地沟里，自强站
维修班长刘春钰拿着锤子熟练地敲击着管
道，他一边敲，一边询问在井上指导的王
森，“管道清理好，才能保证冬季供热室
温达标。”半个小时后，在王森的指导
下，刘春钰将所有管道和阀门检修了一
遍。看着地沟里忙碌的刘春钰，王森的脸
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供热维修工这
个职业，一直都是老师傅带徒弟，至今我
已经带出 10 多名徒弟，他们多数都工作
在供热一线。”

“虽然没有正式拜过师，但是我的手艺
很多都是王师傅教的。”刘春钰说，王师傅
最拿手的就是检修水泵，整个解放事业部哪
个站水泵出了疑难问题，王师傅一过去准能

“手到病除”。“我要把技能毫不保留地传给
年轻人。”王森说。

暑伏天暑伏天 供热人挥汗如雨忙检修供热人挥汗如雨忙检修
本报记者 袁 迪

本报讯 （记者袁迪） 经过工作人员仔细选址、
搭建防逃逸围网等前期准备工作，长春市动植物公园
黑天鹅和绿头鸭终于实现了园区内的散放。令人惊喜
的是，在散放后，其中一对黑天鹅先后产下6枚蛋，
并开始进行交替孵化。

公园饲养科每日组织专人为黑天鹅投放食物，这
对黑天鹅“夫妻”也十分敬业，无论是酷日当头，还
是风雨交加，都尽职尽责趴在窝里进行孵化。在孵化
期，黑天鹅的野性会进一步增强，对周边的环境十分
警惕，小心翼翼保护着它们珍爱的天鹅蛋，甚至连饲
养员饲喂时也不能距离太近，否则黑天鹅就会扑闪着
翅膀奔袭过来，直到把饲养员驱逐出它们的领地。黑
天鹅蛋的孵化期为35～38天，如今已孵化近20天。

市动植物公园：

黑天鹅“夫妻”
开始产蛋孵化

闫英和妻子高秀兰居住在南关区民康街
道九圣祠社区解民小区，这对夫妻始终用热
心、细心、耐心对待身边人，义务帮助小区
居民解决供热问题，疏通下水道，受到居民
称赞。这个家庭被评为“2019—2021 年度
吉林省文明家庭”。居民们说，这夫妻俩当
之无愧。

小区里的“热心肠儿”

闫英和高秀兰是解民小区的老住户，并
在小区里开了一家房屋中介所。老两口平时
为人亲和，见人总是笑呵呵的，大家不仅愿
意把房源信息交给他们，还喜欢在房屋中介

所里聊天。慢慢地，小小的房屋中介所成了居
民们化解矛盾的“说事儿点”。一次，两户居民
因房屋漏水的赔偿问题产生纠纷，双方各执
一词互不相让。闫英听说后，和网格长楼上楼
下跑了不知多少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进
行调解，最后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大
家街坊邻居地住着，能有啥解不开矛盾的
啊。”闫英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作为长春市金属线材厂的退休老职工，
闫英擅长基础设施维护，居民有供热、下水
堵塞问题都找他帮忙。去年夏天，小区内一
栋居民楼顶楼漏水，经过闫英一番探查，发
现是外挂水管堵塞造成积水引发的。他二话

不说，撸起袖子就开始清理水管，树叶等废
物弄出一大堆，水管通了，问题解决了。

解民小区是一个老旧散小区，需要修修
补补的地方特别多。闫英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联合解民小区二期党支部党员组成义务维
修队，随时为小区居民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社区工作的“好帮手”

“闫叔就是我们小区的‘百事通’，社区
工作离不开他的支持和奉献。”刘晓梅是解
民小区的一名网格长，去年年初刚到社区工
作时，是闫英带着她在辖区了解情况。哪家
是独居老人，哪个商户做啥买卖……闫英给
她一一介绍，在他的帮助下，刘晓梅的工作
很快步入正轨。

年过七旬的闫英闲不住，他平时同党员
和辖区居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在自己的

“说事儿点”坚持做居民的思想工作，调解

邻里矛盾，进行普法宣传，带领综治协管员
巡逻小区。居民们都习惯了“有事找老闫、
有事听老闫”。

夫妻协力帮他人

“我在外面忙，老伴儿是我的后勤部
长。” 闫英说，他能在外面帮助大家，离不
开老伴儿高秀兰的支持。家务活老伴儿不让
他干，有时候正吃着饭呢，居民一个求助电
话就把他叫走了，忙完回来，饭菜还在锅里
热着呢。

多年来，闫英夫妻俩共化解居民各类矛
盾纠纷300余件，开展巡逻5000余次，组织
小区志愿者开展党建活动、绿化美化、物业
维修、政策宣传等活动300余次。获得“文
明家庭”称号后，闫英夫妻俩谦虚地说，还
要共同努力，共同奉献，继续发光发热，希
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瞧，“文明家庭”里这对热心夫妻——

有事找老闫 小店变成“说事儿点”
本报记者 孙 丹

王森在检修循环
泵的同时，指导年轻
同事检修管道。

袁迪 摄

（上接1版）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我将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进一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发挥
农工党界别优势，积极开展建言献策、民主监督、政
治协商、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
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农工党长春市委会主委刘林林
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民主党派事业实现
新发展明确了目标和使命。“我将带领全市九三学社
社员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携手奋进新时代、凝心聚
力谱新篇，不折不扣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
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加强参政党自身建
设，不断提高‘五种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吉林贡献智慧和力量。”九三学社长春市
委会主委冷向阳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激发了全市各
级工商联和商会组织踔厉奋发开新局、谱新篇、建新
功的信心和斗志。”长春市工商联主席许明哲表示，
将组织引导全市民营经济人士深刻、完整、全面地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市委中
心工作，做优做强、发展壮大，为我市“六城联动”

“四个服务”“十大工程”等重点任务献计出力，推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长春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

“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无党派代
表人士赵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后，备受鼓舞，倍
感振奋。赵珺表示，作为一名党外人士，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进一
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广泛团结广大党外干部做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
谋、好帮手、好同事，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
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
大同心圆，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上接1版） 该项目建成后将为长春新区北湖科
技开发区提供全新的产业平台。“长春新区北湖
科技开发区创新产业园项目总投资16.5亿元，占
地面积2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1.5万平方米，
分为东、西两个园区，主要建设智能制造产业
园、医药与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
介绍，创新产业园项目依托长春新区医药健康、
光电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重点发展
医药健康与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全力将创新产业
园打造成北湖科技开发区乃至长春新区科技创
新、产业集群发展的新引擎。

如今，“双创”成为推动长春新区高质量发

展的主引擎、新标杆。在吉林省大学生创新企业
孵化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
忙碌着。项目位于长春新区所辖长春高新区蔚山
路与飞跃路交会处，环吉大双创生态圈核心位
置，与长春高新区地标建筑海容广场交相辉映，
组成环吉大“双引擎”，人才孵化产业集聚氛围
浓厚。“目前，处于主体施工阶段，预计2024年
完工。”项目负责人表示，在吉林大学“家门
口”建设吉林省大学生创新企业孵化基地项目，
将为人才提供双创政策、双创培训等配套服务支
持，打造长春新区创新发展新引擎。

当前，长春新区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创新

优势正在高标准谋划建设“两谷一基地”，即长
春“药谷”“光谷”“新材料基地”。围绕建设“药谷”，
目前，18个医药产业类项目均已复工，其中，总投
资 5.6 亿元飞凡生物疫苗国际合作项目，总投资
13.8亿元安沃高新基因工程抗体类药物项目，已
经主体建设完毕，进入内部装修和设备调试阶段，
有望年内进行试生产；围绕建设“光谷”，重点推
进总投资 13.09 亿元的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总
投资 5 亿元的高新科技创新园、总投资 4 亿元的
联东·U 谷电子信息产业园、总投资 1.2 亿元的
扬天光电人工智能用镜头及滤光镜等项目；围
绕建设“新材料基地”，重点实施总投资 196 亿

元的精细化工产业园项目。此外，长春新区对于
推动先进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落位了总投
资 5 亿元的富维东阳长春基地扩建项目、总投
资 6 亿元的神州红旗汽车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项目。

抢工期，赶进度。长春新区将紧抓当前项目
建设黄金期，紧盯在建项目工程进度，开展精准
服务，全力解决项目建设各类困难和问题，争取
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同时，围绕打造长春药
谷、光谷、欢乐谷、新材料基地，重点再谋划推
进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进一步
加强项目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