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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十八而至，青春万
岁；十八而志，鲲鹏起时；礼赞青
春，从此担当。17日下午，一场
别样又温馨的成人仪式在省镇
江中学举行，该校高三年级全体
师生和家长共同参与和见证了
这一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主题为“青春、责任、担当”
的省镇中2019届高三成人仪式
由团市委、市教育局主办，省镇
江中学承办。活动在庄严的升
国旗、奏唱国歌中拉开序幕。

成人仪式上，高三家长代表
演唱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引
起台下掌声雷动。高三家长张
志科参加演出后带着给双胞胎
儿子精心准备的成人仪式礼物，
走向儿子所在的班级方阵。他
激动地告诉记者，自己一对双胞
胎儿子一个在文科班、一个在理
科班，他和妻子分别给他们准备
了一本《宋词》和《解剖学图谱》，

“他们平时就很喜欢看书，都是
自己买，这次我和妻子特地精心

选了两本送给他们。”他介绍，将
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不容易，他希
望孩子们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采访中，这位早已步入不惑之年
的汉子说着说着红了眼眶。

在灿烂的春日下，家长们给
拿出成人纪念章，认真地帮学生
们佩戴起来，并给了一个大大的
拥抱。“从一个懵懂的孩子，到一
个青春期的叛逆少年，我所经历
的这一切，是否都让你们操碎了
心……请你们原谅我吧！”读着
儿子给自己写的这一封成长信，
家长郑女士热泪盈眶。

省镇中校长冯章葆寄语广
大学子：成人，是个人生命的自
然进程；成长，才是人生追求的
主题要义。成年本不是一场仪
式，希望同学们把今天的标点，
变成行动，用“负责任”“讲道德”

“立大志”“超自我”去展示生命
的魅力，成长为更好的生命，遇
见更好的自己。

（胡冰心 张岚）

省镇中高三学生集体“致青春”

一、活动的目的及意义

2019年，在迎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的同时也将迎
来镇江解放70周年的纪念日，跨
入新时代，镇江的城市面貌、经
济发展和市民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为了更好地反映
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
得的巨大成就，多侧面、多视角
真实记录镇江的崭新面貌和市
民的小康生活，将在4月23日举
行“4·23镇江一日”摄影比赛。

二、活动主题

记录新镇江 礼赞新中国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共镇江市委宣
传部

协办单位：市委党史办 市文
联 镇江日报社 中行镇江分行

承办单位：镇江市摄影家协会

四 、活动内容

1. 在 24 小时内用相机、手
机记录镇江市各领域的影像，以
截取历史长河横切面的方式，图
说新时代镇江发展故事。紧扣

“记录新镇江 礼赞新中国”主
题，用当日的影像讲述新时代百
姓幸福故事、经济发展故事、科
教兴国故事、都市建设故事、美
丽乡村故事、文化多彩故事、生

态自然故事、劳动光荣故事……
2.主办方将邀请专家组成

评委会，对作品进行评选。评选
结果将在市主流媒体上公布,并
以图片展的形式集中展示，展出
作品将整理成册印刷出品。

五、活动规则

1.参赛作品需紧扣主题，参
赛作品须为2019年4月23日这
一天，在镇江市境内拍摄，参赛
作者地区不限。

2.作品入选后，主办单位将
统一调取作品原数据文件，用于
展览和画册制作。

3.所有入选作品，主办单位
有权使用（包括用于展览、出版
物、宣传、媒体报道等），不另付
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作品中
可能出现的肖像权、著作权侵权
等问题由作者本人负责；凡投稿
作者，均视为同意并遵守活动相
关规定。

4.截稿日期：2019年4月26
日 24 时。投稿邮箱：zjrbsyzx@
163.com。来稿注明标题、作者
姓名、联系电话，并对报送作品
作出简要说明（拍摄时间、地点
等）。组照由4-12幅组成。

六、奖项设置

大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奖 100
名，同时，颁发获奖证书。

本报讯 本月初开始的安全
生产集中执法活动，公安机关强
势参与城镇燃气“黑气点”查
处。17日，经过依法调查取证，
九里街派出所对市区一“黑气
点”经营者王某处以5日行政拘
留，开出了安全生产集中执法后
行政拘留处罚的“第一单”。

藏匿于居民小区的“黑气
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4月2
日全市安全生产紧急会议要求，
根据相关规定，对“黑气点”经营
者和非法储存量大的经营人员
给予行政拘留，进一步提高违法
成本，有效震慑违法人员，消除
安全隐患。4月9日市府办发出

《关于开展城镇燃气“黑气点”专
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提出由市
住建局牵头，公安、应急管理、消
防救援、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属
地镇和街道等部门单位联合执

法，对违法经营、储存、运输的个
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依法行政拘留。

在无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王某在市区宗泽路一处“黑气
点”内非法买卖、储存罐装液化
气。4月10日，市燃气办牵头开
展联合执法时，经确认，当场查
获钢瓶 55只，经专家查验多为
超期瓶、报废瓶。“黑气点”不仅
身处居民住宅区，而且距华润加
气站仅二三十米远。

九里街派出所教导员郑文
举告诉记者，根据《消防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警
方依法对王某储存、销售易燃
易爆危险品的行为处以行政拘
留 5 日的处罚。“联合执法前，
我们对‘黑气点’进行了集中摸
排。下一步，警方将继续加大
打击力度。”

17日晚，市燃气办、九里街
派出所再度出击，从象山街道
红旗社区一废弃仓库内查获钢
瓶15只，部分为实瓶。

（方良龙 张鹏）

打击非法“黑气点”
开出行拘“第一单”

第七届全国和江苏省道德模范
推荐评选活动启动以来，社会各界积
极响应，踊跃推荐。市活动组委会按
照公平公正、优中选优的原则，经组
委会初审、评委会投票等环节，拟推
荐江青垣、陈德龙、方美芳、聂永平、
王秀燕等5人为第七届江苏省道德模
范候选人，其中方美芳、陈德龙为全
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根据推荐评选工作程序，现将我
市第七届全国和江苏省道德模范拟
推荐候选人名单和简要事迹面向社
会公示。公示期间欢迎社会各界监
督，如有意见，请于 2019年 4月 22日
前向市活动组委会实名反映，通信地
址：镇江市南徐大道68号市委宣传部
4 号楼 503 室，邮编 212000，联系电
话 ：0511- 80826034，电 子 邮 箱 ：
zjswmbzhc@126.com。

拟推荐候选人简要事迹如下：

一、助人为乐类

江青垣，男，1929年 5月生，原镇
江高级技工学校退休教师，家住镇江
市京口区健康路街道田家门社区。

九旬耄耋老人江青垣化名“吴明
是”“郑江仁”，隐姓埋名捐款20余年，
投身公益事业一辈子。

1995年11月2日，镇江市慈善总
会前身慈善基金创立首日，江青垣首
次化名“吴明是（无名氏）”捐款 400
元。此后 20余年间，他多次以“吴明
是（无名氏）”的名义向镇江市慈善总
会等部门，捐款共计15万元。其中向
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 92400元，匿名
通过报社记者对镇江报刊上登载的

车祸、烫伤、失学儿童等困难群众进
行定向捐助，累计资助超过20余名困
难学生。除此以外，江老从2002年开
始，每年向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捐款，
回馈母校。他把公益装在心中一辈
子。

江青垣曾获“中国好人”等荣誉
称号。

二、见义勇为类

陈德龙，男，1945年 8月生，扬中
市三茅街道指南村16组村民。

七旬老人搏击风浪通报坍江险
情，舍小家为大家挽救群众生命财产。

2017年 11月 8日清晨 5点左右，
陈德龙早早来到江边收渔网。当他
撑着小船往江里去时，江边突然发出

“哗啦哗啦”的声音，浪花越来越大，
他意识到，坍江了！惊魂甫定的他迅
速拿出手机报警。打完电话后，陈德
龙不顾险境，守在江堤上观察险情变
化。由于险情严重，上午9点，江堤内
侧村民开始撤离，身为村民小组长的
他连忙配合动员村民撤离。由于报
警及时，上午 10 点，险情附近 75 户
300 名村民完全撤离，无一人员伤
亡！当退到安全区域的时候，陈德龙
这才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家里的东
西一样都没拿，维持生计的52头猪更
是一头都没运出来。

陈德龙曾获“江苏好人”等荣誉
称号。

三、诚实守信类

方美芳，女，1971年 7月生，中共
党员，国网丹阳市供电公司线路二班

副班长，党的十九大代表。
“我不怕苦，我一定能干好这份

工作，让大家的电亮起来。”为了这份
承诺，方美芳三十余年坚守在服务变
电检修一线。

31年前，方美芳接替退休的父亲
进入丹阳市供电公司工作。面对艰
苦的工作条件，方美芳坚信，自己会
像父亲一样，当好千万电力用户的

“光明使者”。从那时起，方美芳一诺
为心、一诺为民、一诺为国，秉持内心
追求，践行自身承诺，凭着“不怕苦、
不怕脏、不怕累”的韧劲，不管白天黑
夜，无论假日平常，始终冲在电力维
护抢修第一线。有一年除夕前一天，
方美芳正准备放假与家人团圆，突然
接到紧急电话，4000多户居民停电，
需要抢修，方美芳立即前往现场，一
直抢修到除夕日凌晨5点。

方美芳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江苏好人”等荣誉
称号。

四、敬业奉献类

聂永平，男，1966年 12月生，中
共党员，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副镇
长、先锋村党总支书记。

聂永平舍弃个人“钱途”，十余年
间把脏乱差的落后村发展成为远近
闻名的富裕村。

聂永平曾是世业远近闻名的能
人，年收入达几十万元，生活富足有
余，事业蒸蒸日上。2001年村组合并
时，组织上发现了他，请他到村里担
任村委会主任。他不顾家人反对，舍
弃小家的“钱途”，当上了大家的“管

家”，并于 2006年当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10多年来，他带领先锋村建成了

“四季春高效农业园”“润清生态科技
园”“金色年华健康养生产业园”等项
目，让村民既能拿到租金又能进园区
务工，把一个村级收入不足 5万元的
薄弱村，发展成2016年村集体收入突
破80万元的富裕村。

聂永平曾获江苏省劳动模范、
“吴仁宝式优秀村书记”等荣誉称号。

五、孝老爱亲类

王秀燕，女，1977年 2月生，句容
市下蜀镇桥头村村民。

婚后家庭成员遭逢疾病困难重
重，外来媳妇二十年如一日悉心照
料，不离不弃。

2000年，丈夫邱才清因过度劳累
切除脾脏，2005年婆婆哮喘病发作又
在“鬼门关”走了一圈，治疗费用和后
期药费让这个家庭入不敷出。2013
年，年迈的婆婆再也经不起病痛的折
磨去世了，同年，丈夫因肝病恶化，送
到南京医院抢救。2014年，丈夫肝病
进一步恶化，意识模糊、不断吐血，医
院要求必须做肝脏移植手术，费用高
达60多万元。王秀燕到处借钱、变卖
家当为丈夫做肝脏移植手术，延续丈
夫生命。直到现在，丈夫因为肾病仍
然需要一周去做三次透析。

王秀燕曾获“镇江好人”荣誉称
号，其家庭获得“第一届江苏省文明
家庭”荣誉称号。

镇江市第七届全国和江苏省道
德模范推荐申报活动组委会

2019年4月18日

镇江市第七届全国和江苏省道德模范
拟推荐候选人公示

来到句容天王镇西溧村的田间
地头，一大片粉红色的桃花、金黄的
油菜花和雪白的梨花正竞相争艳，瞬
间吸引住了记者的眼球——这里就
是“95后”女青年华梦丽和她的团队
创办的“果牧不忘”农场。

句容市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果牧不忘”农场在2018年的
句容市“福地青年英才”创业大赛中荣
获了高效农业组的一等奖，获得扶持
资金20万元。记者来到农场时，农场
的主人华梦丽却没有出现，她的创业
伙伴说，华梦丽在干活，一会就来。

不多久，华梦丽开着农用三轮车
出现在了记者的面前，三轮车里面装
满了抽了薹的白菜，原来她是下地摘

菜去了。她告诉记者：“是用来喂鹅
的”。而当得知这位农场的主人是位

“95后”的姑娘，记者颇有几分吃惊。
说起创业的经历，似乎在华梦丽

的身上难以找到那种“艰难”的影
子。1995年出生的她，在 2016年毕
业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园艺技
术专业后，并没有急于找工作，而是
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班同学准备自
己创业。她们说：“现在工作不好找，
而且工资也不高，不如干脆自己干，
何况自己还有专业基础”。说干就
干，华梦丽决定在父辈辛勤耕耘的土
地上大干一番。

首先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土地
规模，如今“果牧不忘”农场占地有

1080.5亩，同时转变发展思路，把农场
划分为几个块和区，涉及农林牧副渔五
大产业，含观光采摘、休闲垂钓、农家餐
饮、果蔬配送、领养果牧、草坪农事体验
活动等项目，由传统型农业转型为休闲
体验型农业，让游客在农场享受到“游、
玩、赏、食、宿”五位一体的服务。

华梦丽和4个大学同学组成的“5
人团队”是农场的核心，5个年轻人各
司其职、通力合作，分担农林牧副渔
各领域的产品培育、生产、销售以及
农场的经营管理，项目化的管理让整
个农场井井有条。

3年来，团队坚持实施绿色发展
战略，做到“自繁、自种、自销”，她们
在自己的天地里精耕细作，去年农场

一年的销售就达 800多万元，利润有
300多万元，有常用工人30多名。

成功并非一蹴而就，除了在学校
学习到的知识，华梦丽还拜台湾的农业
专家为师，学习先进经验、引进新品种，
带着团队去新西兰、澳大利亚学习休闲
创意农业理念和高新的农业技术。

前进的脚步不会停歇。农场里
一座面积 1315平方米的钢架大棚基
本建成。华梦丽说，大棚准备用来种
植高架草莓和多肉植物栽培，同时还
可以接待500人的用餐。

可以说，华梦丽和几个小伙伴们
的创业不仅是学有所用，而且做到了
学有所长，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几
分青春的力量。

活跃在田地间的“95后”创业女青年
——句容创业青年风采录之二

本报记者 胡建伟 本报通讯员 邹志琴

近日，下蜀镇组织空青村党员志愿者对武岐山、空青山的日常登山沿线开展垃圾拾捡清理行动。位于
句容市宁镇山脉东段的武岐山、空青山光照充足、水源丰富，林木葱郁、环境宜人，被当地人视为“绿肺”。每
年的春季，这里会迎来不少旅友和登山爱好者。空青村党员志愿者通过沿线拾捡垃圾、树立环保公益牌等
方式，引导游客们文明登山、保护环境。 辛一 杨婕 摄影报道

护山“ ”清肺
后续
报道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镇江解放70周年

“中国银行杯”4·23镇江一日
摄影比赛征稿启事

（上接1版）作为我省沿江8市的物流
聚集地，镇江在港口物流方面已然走
在前列。

今年，市交运局还组建了专题招
商工作组，梳理出包括中远海运物流
公司、润祥港务公司等 8家港口物流
企业初具合作意向的 12 个备选项
目，为港口企业与航运物流企业之间
的深度合作牵线搭桥。

岸线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也
是港口发展的生命线。在丁锋看来，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首先
要以法治护航长江经济带发展。去
年4月，市交通运输局牵头起草的《镇
江市长江岸线资源保护条例》正式实
施，将全市长江岸线分为保护区、保留
区、控制利用区和开发利用区，实施分
区保护和管理，这是国内首部岸线资
源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我们还结
合长江岸线生态保护及城市高品质
发展要求，开展《镇江港总体规划》修
编工作，适度调整港口岸线功能，优化
岸线资源利用，提升生态岸线比重。”
丁锋表示，截至目前，全市清理取缔非
法码头43处，腾退岸线5公里，整理平
整场地 85万平方米，生态复绿 70万
平方米，为生态岸线打下坚实基础。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镇江很有
前途，而在我们眼里，镇江港亦十分有
前途。”丁锋表示，去年5月，镇江完成
12.5米深水航道改扩建工程，镇江港
由过去的开放港，变为名副其实的大
海港，这是前途之所在，更是以此为始
开启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航程。

开启港口经济
高质量发展新航程

本报讯 17日，从湖北省黄
石市奥体中心传来喜讯，镇江高
专童扬同学在全国田径省区市分
区邀请赛（华中赛区）男子组 200
米跑项目上，以21.62秒的成绩荣
获第4名，比其在去年5月份于江

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上创造的个
人最好成绩又快了0.41秒。这个
速度也是我省田径代表队在此项
目上的最好成绩。

本次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
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田径

协会主办，湖北省体育局承办。
记者了解到，镇江高专童扬作为
我市本土培育成长起来的一名优
秀短跑健将，在 3年学制期间完
成了从学生到运动员、从业余运
动员到专业运动员、从校队到省
队的 3次华丽转身，他也是包揽
镇江高专、我市、我省三级运动会
男子100米、男子200米跑金牌的
大满贯短跑选手。

（胡冰心 朱春瑜）

高专短跑选手童扬
全国田径赛事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