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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阵雨出没
外出带把晴雨伞

京江晚报讯 昨天的天气可
谓阴晴不定，上午的阳光还让人
感到小小的炫目，午饭后的一场
小雨又让天气凉爽下来。这时一
把晴雨伞可谓恰到好处，晴时遮
阴挡太阳，雨时则能遮风又挡雨。

今晨最低气温 20℃左右，最
高气温 30℃到 31℃，人体舒适度
指数1级，较舒适。气象台预计，
未来十天晴雨相间，25日多云到
阴，26日到27日将有一次较明显
的降水过程，28日后以多云天气
为主。气温方面，25日到27日最
高气温维持在27℃到30℃，28日
后最高气温稳定在 30℃以上并
逐渐上升，最低气温也逐渐升高。

具体天气预报：26日阴有阵
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
21℃到 22℃，最高气温 29℃到
30℃；27 日阴有阵雨或雷雨，雨
量中等，最低气温 24℃到 25℃，
最高气温28℃左右。

（俞佳融）

京江晚报讯 面对严峻的
防汛形势，各地吹响防汛抢险救
灾“集结号”，连日来，扬中市经
开区兴隆社区非公企业党员志
愿者迅速响应，成立防汛应急突
击队，积极参与巡堤查险、稳堤
固坝等防汛救灾工作，充分发挥
非公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我家就在附近，现在这种
情况，我在家也睡不着！”21 日
清晨6时，兴隆社区非公企业党
组织支部书记郭士清准时来到
兴隆港闸江堤的巡查点，和村干
部们扛起铁锹投入巡堤查险工
作。从堤顶、堤坡到堤脚，他们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没过多
久，汗水就湿透了巡查队员们的
衣服。

记者在现场看到，坚守防汛
岗位的还有不少“她”身影。现
年 46岁的张晓瑛是扬中市金海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一名财务
人员。防汛应急突击队成立后，
她立即报名参加。连日来，张晓
瑛和其他队员一起跑现场、查险
情。

险情就是命令，抢险就是责
任。据兴隆社区党委书记蔡文
介绍，这支 11 人的防汛应急突
击队的队员，分别来自辖区扬中
鸿凯塑膜、永工密封件等9家非
公企业党组织。自该市提升防
洪响应等级至Ⅱ级后，11 名非
公企业党组织成员主动牺牲宝
贵的生产时间，与社区工作者一
起扛铁锹、巡江堤、除险情，为护
佑一方平安，驻守堤坝。

为了减轻社区负担，各非公
企业还自费采购了铁锹、蛇皮
袋、雨靴、手电筒等防汛物
资，给一线防汛工作注入满满
正能量。

（徐岚 徐心俊）

扬中非公企业党员志愿者
联手社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昨天，润州区金山街道银山门社区组织辖区党员来到回
龙山水库，慰问值守在抗洪一线的润州区人武部民兵和区水
利局青年突击队队员，并在“八一”建军节前给他们送上节日
的慰问。 朱晓琴 文雯 摄影报道

200把铁锹
送上江心大堤
市慈善总会慰问
抗洪防汛一线人员

京江晚报讯 随着汛情变
化，我市江心洲、世业洲进入防汛
抗洪紧要关头。昨天上午，市慈
善总会，市、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
员，将矿泉水、压缩饼干、糕点、火
腿肠、铁锹等近 4 万元物资送到
了世业镇、江心园区。

“感谢市慈善总会给我们捐
助的这批物资，尤其是这 200 把
铁锹，是我们非常急需的。”丹徒
区江心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接到
慰问物资后表示，目前防汛工作
人员及消防员、民兵都在大堤装
沙袋，铁锹送得正是时候。

慰问人员走上世业洲江堤，
看望巡江护堤的党员志愿者。丹
徒区世业镇镇长韩文介绍，全镇
共有 425名群众和党员干部以及
200 余名子弟兵，每天 24 小时坚
守岗位在江堤上巡查，目前已坚
持 20 多天了。“社会各方面都很
关心我们，爱心企业、个人、党政
机关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表示
感谢。”

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已收到爱心市民的抗洪防汛
捐款，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党员、

“江苏好人”唐贞一人就捐款
2000元。此外，市慈善总会将继
续关注汛情的发展，特别是受到
汛情影响的困难群众的生活状
况。 （记者 尹萍）

7月27日
停电时间 7:00-11:00
停电线路 10kV花城249线香江
花城1#开关站1625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香江花城1-4#箱变
停电时间 9:00-16:00
停电线路 10kV丁卯Ⅰ线11114
开关以下；10kV丁卯Ⅱ线11251
开关以下（带电配合）
停电范围 111 线：世纪晶华配
电室、华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县汽车队、瑞泰新城 11#箱
变
112线：瑞泰新城12#箱变、瑞泰
新城13#箱变、瑞泰新城14#箱

变、瑞泰新城 15#箱变、瑞泰二
期 1#箱变、瑞泰二期 2#箱变、
瑞泰二期3#箱变、瑞泰二期4#
箱变、瑞泰二期5#箱变、瑞泰二
期6#箱变
停电时间 7:00-11:00
停电线路 10kV船闸线68108开
关以下，至68131开关
停电范围 谏电一村一、谏电一
村二、谏电一村三、谏电一村四、
雪沟一、雪沟二、雪沟三、镇江市
顺风蓄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停电时间 07:00-11:00
停电线路 10kV 远洋 1J25 线远
洋二期1号开关站7C69开关以
下
停电范围 远洋二期3号配电室
1号变

停电时间 7:00-11:00
停电线路 10kV 远洋 1J25 线远
洋二期1号开关站9C69开关以
下
停电范围 远洋二期3号配电室
3号变
停电时间 :00-11:00
停电线路 10kV上隍线67921开
关以下，至537679开关；10kV焦
湾线67211开关以下，至537672
开关
停电范围 上隍 679 线：象山上
隍七组二、象山上隍九组、郭家
组西、象山上隍九组二、上海铁
路局南京货运中心、上海铁路局
南京货运中心、飞驰汽车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焦湾 672 线：上隍村一组、上隍

六组二、上隍五组、上隍六组、镇
江市路灯管理处、东方碳素有限
公司、润阳焦化有限公司、上海
铁路局南京货运中心、镇江市耐
磨材料厂、镇江市交通投资建设
发展公司、郭家组、蔡家村二
停电时间 7:00-12:00
停电线路 10kV临江653线临江
西路支线4号杆支线（停孩溪村
二、中国石化配变）
停电范围 孩溪村二、中国石化
停电时间 7:00-13:00
停电线路 10kV幸福线1H4233
开 关 以 下 ，至 1H4241 开 关 ；
10kV中投线1H4344开关以下，
至1H4351开关
停电范围 1H42 线：大港商厦、
玩具厂、客运站、兴港西路东

停电检修信息

退捕渔民、企业职工、单位
执法人员……在长江边，有这样
一群身份各异的“长江义警”，他
们志愿奋战在防汛救灾、安全防
范工作一线。

汛情严峻
日夜值守保渡运安全

昨日凌晨 4 时，天蒙蒙亮，
泰州高港汽渡内，潮水已接近渡
口内道路。几个身影正忙碌着
——“长江义警”蒋晓华带着几
名工人正在加固渡口内挡板。6
时许，潮水逐渐退去，蒋晓华吃
了两个包子，回到办公室眯了一
会儿。3个小时后，等待他的是
焦急过江的车辆和旅客。

“我先来的，我等了快一个
小时，凭什么他的小车在我前面
上船？”一位大货车司机涨红了
脸，气呼呼地找汽渡职工理论。
蒋晓华走上前耐心解释：“现在
是汛期，为了确保安全，渡船的

承载能力有限，大货车载重吨位
大，一次走不了几辆，再等半个
小时，下一班渡船开航你就能走
了。”经过蒋晓华的解释，大货车
司机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高港汽渡是连接长江两岸
的重要通道，日均过境车辆 500
余台次、旅客 1500人次，汛期安
全责任重大。在日常工作中，蒋
晓华还协助民警疏导上下船的
车辆、旅客，加强防汛安全宣传，
组织防汛演练，维护好汛期渡运
秩序。

志愿护堤
退捕渔民守护平安防线

50多岁的仇国祥是长江边
长大的。身材精瘦，脸庞黝黑，
长着一双有神的眼睛，本是渔民
的他熟悉江边各种情况，对长江
有着特殊的感情。2019 年 10
月，仇国祥受聘为“长江义警”，
退捕后他又加入了护渔队。

汛情来袭，仇国祥常驻江堤
外的趸船上，加强涨潮时间段的
巡逻，查看沿江水位。长江边的
钓友几乎没有不认识仇国祥
的。巡逻时看到钓友，仇国祥挥
挥手喊一声，对方也就自觉地收
杆走了。随着水位的不断上升，
沿江几个村组织志愿者加固江
堤防线，仇国祥每次巡逻时看到
有志愿者在干活，都会主动帮他
们搬运沙袋。志愿者对他赞不
绝口：“别看他瘦，搬起沙袋来可
是一点不费劲。”

心系船民
主动服务化解矛盾纠纷

受汛情影响，扬中二墩港水
上过驳区暂停运营，过驳区上游
20余艘原本计划装货的船舶被
迫抛锚等待。白色的海事艇乘
风破浪，靠到一艘大船旁边，一
群人上了大船。人群中，既有长
航公安镇江分局泰州派出所民

警，也有泰州海事、二墩港过驳
区管理公司的4名“长江义警”。

上船后，他们不厌其烦地督
促船员带好缆绳，叮嘱船员作业
时穿好救生衣，询问船员生活情
况。这几天，二墩港过驳管理公
司的“长江义警”胡进、孙慧敏每
天下班后都组织公司船艇、人员
在过驳区内巡逻，查看停工浮吊
人员值守、应急救生器材配备情
况。对过驳区上游抛锚时间较
长的船舶，他们主动对接，为困
难船民送上米、油等生活用品，
告知船员停泊期间如有困难可
随时寻求帮助。“受汛情影响，这
些被迫滞留的船每多停留1天，
就要多遭受经济损失，船员难免
有急躁情绪，大家都想提前装卸
货，极易引发矛盾。”胡进说，“我
们应该主动服务，协助民警做好
思想疏导，安抚船员情绪，将可
能引发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时。”

（陈翔 曹海滨）

日夜值守、志愿护堤、主动服务

“长江义警”坚守防汛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