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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诵经典诗篇 ，
抒爱国情怀。 9 月 10 日下
午，相山区西街道洪山社区
开展了一场以“浓情中秋圆
月夜 祖国奋进七十年”为主
题的迎中秋庆国庆诵读沙
龙活动。 辖区居民、社区“大
党委” 成员单位相聚一堂，
通过诵读经典诗词，共同品
味文化大餐，同声共赞美好
新时代。

“中秋是一盏油灯，每每

被乡情点燃……” 活动在朗
诵《中秋，一只载不动乡愁的
小船》 中拉开了帷幕。 紧接
着，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
淮北电信公司员工声情并茂
朗诵了一首《祖国母亲，我想
对你说》，展示了广大人民群
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用信念坚定意志， 用理想描
绘未来， 不断为国家繁荣昌
盛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豪情壮
志； 市实验小学教师激情高
昂， 以一首诗歌朗诵 《读中
国》 歌颂出对伟大祖国的热

爱， 用真挚的感情和生动的
语言表达了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取得的辉煌
成就的赞美； 居民代表带来
的配乐诗朗诵 《中秋月 故乡
情》深情凝重，带我们走近那
无法割舍的乡愁……活动现
场，伴随着舒缓的音乐，一首
首优美的诗文，或深沉，或激
昂， 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到
浓浓的爱国情怀和节日氛
围， 精彩的表演赢得大家阵
阵热烈掌声。

“今天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感到非常有意义。 ”洪山社
区“大党委”成员单位市实验
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洪山社区
居民闫文莉告诉记者：“中秋
佳节是年年过，可年年有不同
的心情。社区开展经典诵读活
动，不仅可以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而且用诗歌颂扬
党的关怀，抒发了大家对祖国
无限的热爱之情。希望社区多
举办类似的活动，不断丰富居
民的文化生活。 ”

据悉，近年来洪山社区
以建设学习型、 创新型、服

务型社区为目标，依托社区
人文氛围浓郁的区域优势，
致力于书香洪山社区创建
和完善。 目前， 社区有读书
角、家长学校、农家书屋、少
年之家和未成年人活动室等
多个温馨舒适的读书场所，
同时通过开展 “倡导全民阅
读模式， 建设书香洪山”主
题系列活动， 涌现了一批爱
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家
庭和个人。 书香飘溢的洪山
社区让居民安居乐业，获得
了满满幸福感。

“谢谢组织的关心，在新的单
位，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职工把好安
全关，作出自己的贡献。 ”望着工作
了 28年的矿井， 想着多年来组织
带给自己家庭的温暖，老李内心想
说的话很多。

老李名叫李宗坤，是淮北矿业
集团杨庄矿保运区职工，也是一名
有着 30年党龄的老党员。 他 1992
年从部队退伍后， 来到了杨庄矿，
当上了一名机电检修工。 在部队就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他，28年如一
日默默奉献在矿山，脏活累活抢着
干，每月平均下井都在 27个以上。
特别是 1997年被任命为班长后，他
带领一班人严把安全关，组织开展
“党员安全责任区”“党员身边无事
故”活动，其所在的班组连续 20多
年杜绝了轻伤及以上人身事故。 李
宗坤班组先后多次被评为矿 “五

好”班组、质量标准化班组，他本人
也多次荣获矿“五好”职工、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职工为企业多奉献，企业为职
工送温暖。 李宗坤的妻子前几年不
幸患上乳腺癌， 导致肺功能衰退，
需要不定期去上海住院治疗，自费
费用较高， 加上子女上学无工作，
家庭生活困难。 今年 7月 1日建党
节当天，淮北矿业集团党委领导为
李宗坤家庭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
金，关心其女儿的工作问题。 组织
的温暖使李宗坤和全区、全队的职
工心里暖洋洋的，大家纷纷把干好
工作、搞好安全作为对组织的最好
报答。

“杨庄矿推进去产能工作，我
也和其他职工一样，被安置得比较
满意，这就是温暖，这就是爱。 在新
的工作岗位上，我一定把组织的关
怀化为无声的行动， 一如既往，挑
重担、作表率，无愧于共产党员称
号。 ”李宗坤说。

本报讯 我们用的天然气从
哪里来？ 又是如何输送到用户家
中的？如何识别安全隐患，规范安
全使用天然气，避免事故发生？一
旦漏气后怎么办？ 9月 6日，淮北
华润燃气开展了以“亲近华润·感
受美好” 为主题的公众开放日活
动，邀请市、县住建部门负责人、
工商业用户代表、 优秀员工家属
等 30 余人，参加从天然气输配场
站到客户服务端的探秘之旅，感
受淮北华润燃气公司的发展成就
和魅力。
当天上午， 参观团成员先后来

到马场门站、惠黎客服中心、华润
燃气公司总部调度中心，详细了解
了天然气输配场站基本情况、工艺
流程、冬季气源保供、客户服务、热
线受理、巡线管理、管网及附属设
施管理等有关情况。在交流座谈会

上，公司管理团队介绍了公司发展
历程，参观团成员观看了华润燃气
十周年宣传片和淮北华润燃气
2018年度工作短片，并与公司负责
人交流了参观感受，同时还向公司
提出了关于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宣
传力度以及普及安全用气知识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这是淮北华润燃气有
限公司首次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华润燃气与
外界的沟通和交流，充分展示华润
的社会形象， 提升华润品牌影响
力，推进华润燃气事业实现更好更
快发展。 今后，该公司将进一步邀
请用户代表、媒体记者、合作伙伴、
政府公务人员等社会公众人士，走
进输配场站、施工现场、客服大厅
等，实现双向沟通，更多地认识华
润、了解淮北华润燃气，共同推动
燃气事业安全健康发展，真正实现
“亲近华润·感受美好”。

本报讯 9月 9日上午，由淮
北本土作家七品（本名葛雷）自编
自导、 反映退伍军人生活的微电

影《兵峰》在红星美凯龙开拍。
微电影讲述的是， 退伍军

人兵峰从部队退伍后， 为了给
母亲筹钱治病绞尽脑汁， 因为
缺少实际技能， 在找工作时屡

次碰壁， 表现出了军人退伍之
后对社会的极度不适应。 但他
依旧坚持军人的理念与准则，
在一次见义勇为时， 得到女商
人金依尔的肯定， 最终恪守本

心，慢慢地融入社会，在奋斗中
开启另一段精彩生活。

七品曾经是军人， 服役在
反恐一线， 那段当兵的经历成
了他小说创作的主要素材来

源。 写作 8年，七品文风热血，
先后发表了 《兵王之王》《单兵
为王》《兵者之王》《龙牙兵王》
等多部军事题材网文， 总订阅
近亿，长期居军事月票榜前列。

本报讯 9 月 9 日上午，
闸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组织辖区儿童开展 “乐做手
工·喜迎中秋”活动，让孩子们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手工
制作的乐趣。

活动中，志愿者首先向孩
子们讲解了关于中秋节的来

历、习俗等。 面对摆放在桌上
的手工材料， 孩子们跃跃欲
试， 纷纷围在桌子周围认真
地做起来。 中秋彩盘、玉兔灯
笼、中秋立体贺卡、中秋纸质
月饼……在志愿者的悉心指

导下，孩子们按步操作，不亦
乐乎。 活动临近尾声时，每个
孩子捧着自己的成果，脸上乐
开了花，表示要带回家送给家
人。

闸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通过举办此类民俗文化
活动， 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带
动孩子们弘扬传统民俗的积
极性， 将文化精神坚定地传
承下去。

本报讯 9月 4日下午，杜集区
人民法院联合团委、 司法局在辖区
中学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

当日，淮北市第八高级中学高
一学生法治课开课。 杜集区法院副
院长徐敏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与杜绝校园暴力教育相结合，通
过多媒体向学生们展示和讲解了
黑恶势力的危害性和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必要性，并围绕青少年如
何应对校园暴力、如何辨别身边黑

恶势力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 课
上，学生热情高涨，表示深受启发，
懂得了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与黑恶
势力、校园欺凌作斗争。

现场，工作人员向淮北市第八
高级中学学生赠送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相关书籍。

9月9日，杜集区举行2019年度

欢迎老兵返乡暨欢送新兵入伍仪式，

105名经过严格体检和政治审核的新

兵，陆续告别家乡，奔赴部队，开始崭

新的军旅生活。 为营造“一人当兵

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让更多的市

民在送行新兵出征中增强国防观念和

爱国意识，该区举行热烈隆重而俭朴

的欢送仪式，为新兵送行，勉励新兵建

功军营，向新兵家庭发放“光荣人家”

铜匾，佩戴大红花等，让军人和军属感

受到参军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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