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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龙希陈叙莲：前几年，邮
政局在三农公寓、小康路公寓等地
安装了信箱。几年来的雨淋日晒，
有些已经严重破损、锈蚀，不仅影
响美观，而且阻碍交通，建议整改。

村委：信箱属华士镇邮政局
管理，需要与他们沟通后，才能确
定整改方案。

华西龙希付代红：火车飞机票
售票处的宣传展板已经严重褪色，
影响美观，建议更换。同时，门口
十字路口的地面导向箭头不明显，
外地车很容易走错车道，造成事
故，建议加以完善。

村委：售票处的宣传展板已经
进行了更换。路面标识标线，正在
与联防队沟通，请相关部门来修
改、完善。

华西龙禾李骄：百年华西展廊
是华西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但是在
中间T字路口经常停有很多车辆，
既影响美观，也遮挡视线，造成一
定安全隐患。建议村里设置警示
牌，不要让周边住户随意停车。

村委：考虑在旁边住宅小区规
划建设一个停车场，为周边住户提
供停车位。目前，请车主能按照规
定停车。

华西一村马桥东区别墅区有
多处出入道口未设置限高栏，经常
有拖挂车等大型车辆进入小区，甚
至停放，导致路面压坏，同时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村里关心
重视，能够改善这种情况。

——华西金融 徐 燕

华西二村如海超市进去公寓楼
附近经常有卡车、货车通行，导致路
面坑坑洼洼，建议进行交通管制，并
对路面进行整改。路边小摊贩进行
合理管理，以免影响正常交通。

——华西龙希 王 滢

三农公寓、小康路公寓等房子
门前堆放杂物，影响交通，且路面
坑坑洼洼。特别是违章扩建严重，
导致路面越来越窄，建议整改。

——华西龙希 陈叙莲

我为华西
进一言

一 句 话 新 闻

春意盎然华西村

本刊讯 在春暖花开的三月天，
华西村博物馆以春之名义、以花为媒
介，在这个代表新生的时节为大家奉
上一场艺术与自然相结合的花卉题材
艺术画展，以画展形式用更自然的艺
术呈现给大众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本次“2018年春夏·馆藏当代中国

艺术家的初春寻美清新画展”以“春
暖·花开”为主题，甄选华西村博物馆
馆藏优秀花卉画作品，它们的创作者

中不乏中国美术家协会以及各地美术
家协会中的佼佼者、国家一级美术师
以及优秀的中国美术教育工作者，有
代表性地体现了当代优秀花卉画家的
创作实力。展览将带领参观者体验不
同花卉所呈现的或姹紫嫣红、或清新
淡雅的自然语言之美，进而加深对于
中国花卉画作品的理解与感悟，让心
灵在自然之美的熏陶下收获愉悦与宁
静。 （朱冬宇 文/摄）

华西村博物馆举办“春暖·花开”寻美清新画展

本刊讯 为充分发挥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
（街道）、村的细胞工程作
用，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组
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创
建活动，通过各设区市环
保局考核验收推荐、省环
保厅组织抽查审核，近日，
“首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乡镇（街道）、村（社

区）”名单出炉，华西村名
列其中。此前，在全省深
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推进会上，华西村经江苏
省文明办、省农委、省委农
工办、省环保厅、省文化厅
等部门复查审核，确认继
续保留“江苏最美乡村”称
号。
（学军 开军 文/摄）

华西村获评首批
“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

本刊讯 华西通信服
务中心电信营业厅，自去
年10月 1日开业以来，得
到了广大村民和职工的大
力支持，不少用户已经前
往营业厅办理和订购了适
合自己家庭的电信套餐。
为了让更多的用户能得到
最大的实惠，中国电信推
出的流量不限量套餐，全

网通网络任选，嗨无限流
量任用，全家嗨无限，人人
流量不限量，还送200M宽
带和天翼高清电视。服务
中心将本着用户至上铭于
心，用心服务在于行的宗
旨，以热情的工作态度和
一流的售后服务为所有用
户服务到位。
（刘敏 开军 文/摄）

华西通讯服务中心运营稳健

本刊讯 3 月 29 日，
江苏省政府参事费伟康和
省委研究室干部聂乾、省
政府研究室干部何善炜一
行前来华西调研，全面了
解华西建村57年以来，持
续推动乡村治理能力建设
工作新经验。
无锡市委研究室和江

阴市委农工办、市农林局

领导，华西村党委书记吴
协恩陪同调研，并召开了
座谈会，华西村党、村、企
主要负责人汇报了近年来
的发展情况。吴协恩书记
表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就是要抓好“关键少
数”，也就是抓好干部、抓
好带头人、抓好一把手！
（学军 开军 文/摄）

江苏省政府参事
费伟康到华西调研

本刊讯 3月 29日，江阴市青少
年“改革开放40周年寻访实践活动”暨
“寻找吴仁宝老书记精神”启动仪式在
华西举行。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出
席活动，向全市青年深情寄语，并向青
年代表赠送了《信仰》一书。
150余名来自江阴市直属单位的

团干部、大学生村官、青年企业家及其
他各界团员代表现场聆听了吴仁宝老
书记的先进事迹，深刻感受了吴仁宝
老书记开拓进取、真抓实干、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接下来，江阴市
将组织青少年寻访华西之路展廊、生
态园、幸福园、仁宝阁、小五金厂、原居
纪念屋、先进事迹馆等地，在实践中寻
找吴仁宝老书记精神。
吴协恩书记表示，年轻人一定要

有信仰，要有知识，要有追求。年轻人
现在不苦，以后会更苦；现在不累，以
后会更累。有时候“苦”也是一种
“甜”，“累”也是一种“美”。对照“实事

求是、解放思想、艰苦创业、幸福人民”
的老书记精神，你们要耐得住寂寞、管
得住自己、经得起考验，努力增强自己

的本领和智慧。长江后浪推前浪，一
代更比一代强，年轻人不要害怕失败，
哪怕现在撞撞墙、摔摔跤，甚至出现一

点失误，都是成长路上的经验和教训，
这就是财富！

（学军 开军 文/摄）

“寻找吴仁宝老书记精神”启动仪式在华西举行

本刊讯 3 月 26 日，
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
书记陈金虎，无锡市副市
长陆志坚，无锡市农委主
任高佩一行，前来华西考
察都市农业。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

恩陪同陈金虎一行考察了
华西高品质稻米种植基地，

听取了相关人员的汇报。
吴协恩书记表示：乡村要振
兴，产业是支撑，但产业兴
旺，并不是说所有乡村产业
形态千篇一律，要突破“乡
村的产业就是农业”，以及
“农业的功能就是提供农产
品”的传统思维模式！
（佳志 开军 文/摄）

无锡市领导考察华西都市农业

本刊讯 3月 24—25
日，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
秘书长沈泽江，上海九星
村党委原书记吴恩福、杨
王村党委书记孙跃明、太
平村党委书记苏兴华等上
海名村书记一行，前来华
西与党的十九大代表、华
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就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与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与推动，进行深入的
交流和探讨。吴协恩书记
认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的振兴，农民综合素质提
升了，中国乡村一定更富
更美更强！
（学军 开军 文/摄）

吴恩福等名村书记到华西考察

▲3月4日，江阴市委办党员干部
到华西缅怀吴仁宝老书记。

▲3月6日，江苏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园调研组到华西考察。

▲3月8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上海发电设备研究院节能与
清洁燃烧中心主任陶丽到华西考
察。

▲3月8日，陕西省政府研究室主
任杨三省率调研组到华西考察。

▲3月9日，江阴工会系统“当
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学习宣传
贯彻十九大精神报告会暨2018年
度江阴市工会干部培训班在华西举
办。

▲3月9日，辽宁省政协民宗委主
任梅冬到华西考察。

▲3月9日，江阴市农业信息进村
入户（益农信息社）培训会在华西召
开。

▲3月9日，祝塘镇党委书记陈剑
雄率班子人员到华西缅怀老书记。

▲3月10日，长泾中学高三年级
18岁成人教育活动在华西举办。

▲3月12日，辽宁省鞍山市文明
办主任蒋玉荣到华西考察。

▲3月13日，安徽省阜阳市市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班在
华西开班。

▲3月13日，新疆乡村振兴和脱
贫攻坚研修班学员到华西参观、学
习。

▲3月13日，宜兴市农林局局长
夏红军率团到华西考察。

▲3月14日，建设银行无锡支行
行长吴荣明到华西考察。

▲3月15日，浙江省清远市文
联党组书记、主席张银航到华西考
察。

▲3月16日，“十四运”陕西筹委
会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陕西省体育局
副局长董利率队到华西考察。

▲3月16日，融创集团董事会主
席孙宏斌到华西考察。

▲3月20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
的四川米易县领导干部培训班学员
到华西参观。

▲3月21日，江苏检验检疫局副
局长顾华丰到华西考察。

▲3月21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
的四川省盐边县新九乡人大代表“乡
村振兴战略”学习培训班学员到华西

参观。

▲3月21日，无锡滨湖区委党校
举办的安徽寿县内设机构负责人培
训班、安徽寿县妇女干部培训班学员
到华西参观。

▲3月21日，江阴市老干部工作
会议在华西召开。

▲3月25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
的攀枝花市乡镇长（街办主任）“乡村
振兴战略”专题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
观。

▲3月26日，太原重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张志德到
华西考察。

▲3月29日，全国桥牌协会秘书
长周敏到华西考察。

▲3月30日，宜兴市刀笔书法协
会会长陈复澄到华西考察。

▲3月31日，山东省潍坊市坊子
区政协主席王希慧到华西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