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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
停电时间 07:00-13:00
停 电 线 路 10kV 明 旺 线

1C2503 开关以下，至 1C2504 开
关；10kV科苑线22382开关以下，
至22342开关

停电范围 1C25 线：镇江东
旺置业有限公司

223线：0
停电时间 07:00-13:00

停电线路 10kV 严 岗 1J21
线，至1J211J36开关

停电范围 中国移动镇江分
公司、镇江市交通投资建设发展
公司 1#电房、市路灯管理处(2#
电房)、丁卯严朱岗一、丁卯严岗
村朱岗组二

停电时间 07:00-14:00
停电线路 10kV 道 署 街 线

1S2412开关以下，至1S2441开关；
10kV大西路线60711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1S24线：斜桥街箱
变、仙鹤巷箱变、京润国际 3#箱
变、京润国际 4#箱变、京润国际

5#箱变、丹徒大厦管理委员会、江
苏益本投资有限公司、镇江市第
三中学、镇江市国土资源局、镇江
京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斜桥街
南、斜桥街、斜桥街西、斜桥街北
二、斜桥街北

607线：京润国际2#箱变、京
润国际 6#箱变、京润国际 1#箱
变、江苏南徐中天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镇江京润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镇江恒生物业有限公司

停电时间 07:00-14:00
停电线路 10kV 余 福 里 线

1S2214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镇江市实验小学、
胜利路（三）、胜利路（一）、胜利路
（四）

停电时间 07:00-12:00
停 电 线 路 10kV 黄 山 线

1N0151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镇江市交通投资

建设发展公司、中国电信镇江分
公司、南徐路三、南徐路二、南徐
路四、黄山园艺厂、南徐路一、黄
山二村、古洞小区二、古洞小区一

停电时间 06:00-12:00
停 电 线 路 10kV 文 旅 线

1F3586 开关以下；10kV 美地Ⅰ

线 1Y2524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1F35线：无
1Y25线：镇江市水利投资公

司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镇江文化
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防汛 1
号、2号专变

停电时间 9:00-12:00
停 电 线 路 10kV 经 发 线

1Y1521 开关以下，至 1291Y15、
1Y1561开关

停电范围 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镇江石油分公司

停电检修信息

7 月 2 日 18:30，央 视 3 套
《群英汇》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位
扬中人的身影。他是一名普通
的管道安装工，却用整整 34 年
实现了梦想。

季成贵今年 40 岁，镇江市
自来水公司的员工。正如他在

《群英汇》舞台上介绍的，“我是
一名管道安装工”。6 岁那年，
邻居家的姐姐带他唱了一首

《十五的月亮》，“从那时起，我
爱上了唱歌”。

多年来，每天晚上他都会
将自己关在房间练习，五分钟
练声加上两首歌曲练习。除了

日复一日的练习，季成贵还经
常前往常州、无锡、南京等地的
艺术院校听大师课。一次偶然
的机会，季成贵看到了“阎维文
民族声乐大师班”的宣传海报，
果断报名。经过三层严格的审
核，季成贵通过一首清唱的《草
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顺利进
入大师班。阎维文听了说：“你
的条件好悟性也好，非科班的
做到这样很不简单。”

那届大师班共 94 位学生，
其中只有 6 人是非专业的。季
成贵在和老师阎维文交谈时
说：“我没上过音乐学院，但我

太想上了。”
在季成贵的设想中，唱歌

是兴趣：“我希望用歌唱丰富人
生。”但不久前的一个电话改变
了季成贵的设想。央视导演电
话邀请他参加《群英汇》。

5 月 7 日下午，录制开始。
季成贵从宾馆出发至电视台，
离演播厅越近，他越觉得跟做
梦似的，手心发麻。面对央视
大舞台，“不紧张”很难。整个
录制持续三天，5月10日下午轮
到季成贵，他经过几天的观摩
有了一定的经验。开录前，他
清唱了一段《滚滚长江东逝

水》，引起台下不少中老年观众
的共鸣。之后，季成贵用一曲

《骏马奔驰保边疆》，唱出了对
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唱出了
对歌唱事业的执著和追求。

对于季成贵来说，能够站
在央视舞台上已经是“今生无
憾”，而评委老师的肯定和建议
也让季成贵更加坚定了继续歌
唱的决心。他说，他依然是一
名管道安装工，但是，希望以后
继续学习继续唱歌，希望以后
更多地参与公益事业，希望以
后用自己的歌声帮助更多人。

（蒋丹）

镇江管道安装工登上央视《群英汇》

京江晚报讯 丹阳延陵镇联
兴北庄村的张志杰，母亲和妻子
因患癌相继去世，自己也不幸患
上了胃癌，目前正在接受化疗。
接二连三的不幸让这个家几乎
陷入绝境。

7 月 3 日，54 岁的张志杰告
诉记者，母亲去年 9 月查出肺
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今年 3
月他的妻子又患上了宫颈癌，两
个月后也离开了他。

两位至亲相继离世，医药费
也花费了将近 30 万元，给张志
杰带来了不小的打击。然而，不
幸再次发生。前不久，张志杰也
被查出胃癌晚期。手术后，张志
杰从原来的 180 多斤迅速消瘦
到了120多斤。

目前，张志杰还需要化疗，
每次化疗费用两万多元。一家
三口的重疾，让这个不幸的家庭
负债累累。张志杰告诉记者，他
以前在外打工时的积蓄已经花
光，向亲朋好友的借款累计约十
九万元。儿子、儿媳在常州的一
家企业打工，收入不高。他说，
想到自己后续的化疗费用还需
要六七万元，更是一筹莫展。

记者向丹阳市慈善总会反
映了情况。据丹阳市慈善总会
副秘书长吴加瑞介绍，根据张志
杰目前家中的情况，是可以通过
程序申请慈善救助的。记者将
消息告知了张志杰，他表示将于
近日去丹阳民政局和慈善总会
咨询，同时期待有好心人能帮他
一把。

（肖莉莉 佘记其）

一家三人皆患癌，
两人已离世
他期待好心人
能帮一把

京江晚报讯 随着天气越来
越热，昆虫也逐渐多了起来。昨天
下午，记者在滨水路江边摄影时，
无意发现一棵无花果树上上演了
一幕精彩搏杀。一只小螳螂尽显
杀手本色，成功猎杀了一只苍蝇。

下午 4 时许，滨水路的江边，
记者发现一只全身绿色的小螳螂，
正在无花果树的叶子上，其体长约
有2厘米，体色与绿叶近似。

一只苍蝇停在小螳螂约 5 厘
米远的树叶上。小螳螂悄无声息
地赶到苍蝇身后，以闪电般的速
度，用刀状前臂夹住苍蝇。苍蝇还
在拼命挣扎之际，小螳螂就张口猛
啃，这一幕正巧被拍摄入画面中。

过了约 5分钟左右，小螳螂就
将苍蝇的躯干吃尽，仅剩下几条腿
和一对翅膀，随后就钻进了树叶丛
中。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一接触长
毛动物就疯狂打喷嚏，眼泪与
鼻涕齐飞；一靠近花丛就咳嗽
不止，上气不接下气；一吃海
鲜皮肤大片起疹，奇痒无比
……这些不同的症状表现，或
许都源自同一种反应——过
敏。夏季天气潮湿、闷热，是
包括过敏性皮炎在内的多种
过敏性疾病的高发季。如何
避免过敏导致的红肿痛痒？
在 7月 9日江大附院组织开展
的义诊活动中，也许您会找到
答案。

“过敏是机体对外来物质
通过呼吸、饮食、注射或接触
等各种途径，接受某种过敏原
后，引发的一种特殊的反应。”

江大附院皮肤科主任顾文涛
介绍，食物过敏、过敏性哮喘、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等都
是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其诱发
原因与尘螨、毛屑、花粉、食
物、化学、感染、药物、环境等
息息相关，比如油漆、鱼、虾、
蟹、蛋类、牛奶、阿司匹林、抗
生素、冷空气、吸烟等，“过敏
性疾病从新生儿到老年人的
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发生，往
往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

在儿科、皮肤科、耳鼻喉
科等接诊过敏性疾病相对集
中的医疗科室，患者不了解、
不重视自己的过敏病情，常把
过敏误认为感冒或觉得“过敏
不是病，不需要治”的看法很

普遍。由于过敏一旦发生，不
合理控制，会困扰患者一生，
因此及时诊断，做好预防，是
应对的最佳方式。

为了帮助更多患者尽早
摆脱过敏困扰，下周二 9:00-
11:00，江大附院组织儿科、皮
肤科、耳鼻喉科专家，在门诊
大厅开展义诊，并开设“小过
敏、大问题”健康大讲堂，普及
过敏性疾病防治相关知识，帮
助 市 民 正 确 认 识 过 敏 性 疾
病。有过敏性哮喘的儿童，被
过敏性鼻炎折磨的患者，或是
过敏性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
病的人群，均可前往参加。

（孙卉 杨泠）

夏季易过敏，如何摆脱红肿痛痒折磨？
不妨下周二去义诊，听听专家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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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江苏科技大学来自巴基斯坦、赞比亚、孟加拉国、卢旺达等国的留学生走进地处金
山街道京畿路社区的孙氏太极拳馆，在省级非遗孙氏太极拳传承人指导下学习太极拳，近距离
感受中华传统武术的魅力。 石玉成 孙炎令 摄影报道

小螳螂尽显杀手本色
微观小世界如此精彩

沈湘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