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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仁章路上的法
桐都被‘砍头’？本来浓荫蔽
日的，马上一点树荫没有了，
夏天走时太晒了！” 10 日早
晨，有市民目睹仁章路上高大
的法桐树冠被绿化人员砍去，
深感可惜。记者采访得知，仁
章路及将军巷改造工程已列入
我市2019年城建项目，为给道
路施工提供便利，消除安全隐
患，从本月10日开始，将先期
对仁章路行道树木进行“回缩
修剪”。

记者接到市民反映后，赶
到仁章路中山路口看到，健康
路 25－4号院墙旁，一棵胸径
五六十厘米粗的法桐的树冠已
被截去，只剩下几枝粗大的枝
丫，截下的枝梢大部分已运
走。因道路狭窄，行人较多，
当天作业已停止。

“为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
响，我们每天将早开工，让过
出行高峰期，预计修剪持续
20～30 天时间。”市城市绿化
工程养护处养护科科长沈全告
诉记者，仁章路现有行道树法
桐 86 棵，树龄在 50 年左右，
胸径在40～65厘米之间，树体
高大，最高的超过20米。由于
受道路条件限制，高空作业车
等难以进入，法桐上部枝条长
期得不到有效修剪，枯死枝、
断裂枝等较多，飞絮密集，对
周边学校、幼儿园师生安全出
行和日常活动影响较大。而仁
章路即将进行改造施工，届时
雨污分流排水管道沟槽较深且
开挖面紧贴行道树根部，对树

木根系破坏较大，加之施工期
间正值夏季，台风、雨水多，
树木易倒伏，造成人身财产损
害。因此，需对仁章路上的法
桐进行“缩剪”。

记者现场看到，由于法桐
树干粗大、树冠高大，受风雨
吹打、路基松软等因素影响，
不少法桐枝干歪七扭八，给沿
线居民日常生活带来影响。仁
章路北段，法桐的分枝“扫”
到老楼的窗户、阳台、屋檐和
瓦屋顶，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
和采光。市中山路小学大门对
面马路上一棵法桐树干中空，
露出一个很大的黑洞。镇江四
中门口，一批法桐树干全部倾
向校园，歪斜的主干几乎压在
围墙上，给校园安全带来隐
患。

“ 此 次 修 剪 将 借 鉴 迎 江
路、小米山路、健康路行道树
回缩修剪的经验，将二级分枝
以上枝梢全部截除，保留 5.5
米～6米的高度。”沈全说，也
就是说，在保证树木正常生长
和主体骨架形态的基础上，将
树体的高度降下来，从而减少
消耗器官的数量，促进下部所
留枝条生长和潜伏芽萌发形成
新枝。同时，移除六七棵中
空、坏死的树，对倾斜严重的
树木予以扶正，消除安全隐
患。修剪工作将由具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把
关，确保修剪工作科学有序进
行，树木能够快速恢复健康生
长。

（方良龙 杜广晨）

树龄较长，“健康”不佳，配合道路改造

仁章路法桐被“回缩修剪”

歪斜的法桐压迫学校围墙歪斜的法桐压迫学校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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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考大幕落下，不
少考生活跃了起来，餐饮、影
院、旅游、健身、驾校培训等
机构纷纷推出高考生优惠活
动，“后高考经济”正迎来比天
气还要热的“温度”。

用旅游的方式解压，是部
分高三毕业生的考前最迫切的

渴望。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出
行日期大多定在高考刚刚结
束，成绩尚未公布的这段时
间。“出游路线方面，国内游目
的地以三亚、厦门、成都等热
门旅游目的地居多，出境游更
多选择东南亚和日本等路线。”
新闻国旅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买买买、吃吃吃，毕业生
成消费主力军。手机、笔记本
电脑、运动手表等电子产品备
受考生青睐。这两天，城市综
合体、餐厅、KTV、影院里处
处都是开启了“放假模式”的
高考生，他们大多在进行毕业
聚餐，氛围轻松，好不热闹。

记者给“后高考经济”算了
一笔账，聚餐吃饭、健身学车、
出门旅游、手机电脑，一圈下
来，少则四五千元、多则上万甚
至数万元。有老师表示，“考后
经济”主要是学生群体引导的一
种“弥补式”的消费，孩子们平
日里学业十分繁重，现在娱乐放
松无可厚非；不过消费时要“量
体裁衣”，不能有攀比心态，不
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应保持理
性的消费观念，避免盲目消费。

(胡冰心）

日前，市丁卯中心小学邀请了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张久召走进校
园讲述他的“警察故事”，受到孩子
们的欢迎。

马镇丹 王琦 葛晓艳 摄影报道

端午“五山”景区
吸引游客7.5万人次

本报讯 端午小长假，镇江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举办“缘聚镇江·粽情端
午”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
特色活动让 7.5万游客真切感受到了
镇江文化旅游的魅力。据统计，今年

“五山”景区总游客量近7.5万人次，较
去年同比增长超过6%，营收较去年同
比增长近8%。

“镇江真好玩！”在镇江金山景区
里，小朋友用奶声奶气的童音说“景区
的游戏真有趣呀！”此次端午节，金山
景区的套圈等小游戏吸引了许多亲子
参与其中，让很多成年人再次感受了
童年的乐趣，而奇幻般的气泡秀和互
动魔术的现场活动，则吸引着众多小
朋友，现场不时传来孩子们欢快的笑
声。除了8日的互动活动之外，7日和
9日金山景区还推出了白娘子、许仙
和小青巡游活动，给游客留下了深刻
印象。

端午小长假期间，焦山景区的“花
仙子巡游”“静赏焦山”端午互动演出，
北固山景区“甘露书场”的扬州评书，
文心书院·六艺馆的“端午童趣游园
会”，让不少市民游客大呼“过瘾”，多
了一种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司马珂 杨越）

扬中医保局
情暖重特大病儿童

本报讯“谢谢，孩子最爱看书了，
谢谢你们。”日前，扬中兴华村一重特
大病儿童家中，居民周女士接过扬中
医保局和麦田赠送的六一节礼物后感
动地说。

为给重特大病儿童送去温暖和快
乐，扬中医保局“向日葵”志愿服务平
台联合扬中麦田义工服务社开展了

“六一情暖重特大病儿童”慰问活动，
对该市 2018至 2019年度重特大病儿
童进行梳理筛选，就家境困难、确需帮
助的儿童送去大病救助金，并将他们
纳入麦田“520关爱基金”项目名单，
其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除去保险和
相关赔偿外）累计达10万元以上便可
获得一次性补助一万元。（徐琳 耿雯）

曙光村上门发放
“光荣之家”荣誉牌

本报讯 为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
统，营造爱国拥军、尊崇军人的浓厚社
会氛围，近日，七里甸街道曙光村积极
组织工作人员登门入户看望辖区的退
役军人，为他们发放“光荣之家”荣誉
牌，感谢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让

“光荣之家”真正享受光荣。
曙光村以送“光荣之家”牌行动为

契机，工作人员通过上门入户发放的
形式，确保每一块牌子都能交到退役
军人手上，挂在退役军人家门上。

（胡冰心 曾泰然）

丹徒化解一桩
群体性消费纠纷

本报讯 5日，丹徒区市监局收到
了一面锦旗，1000多名消费者用“热
情服务，廉明高效”8个字，表达合法
权益得以维护的感激之情。一桩群体
性消费纠纷也得以化解。

前不久，丹徒区市场监管局接到
大量消费者投诉，称在宝龙广场一家
游乐场办理了充值卡，商家在没有提
前告知的情况下暂停营业。执法人员
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并积极调解。最
终，在区政府、公安部门多方协调下，
商家同意为消费者办理退款。

随后，市监和公安部门工作人员
不仅对需退款消费者进行了登记，督
促商家及时足额退款，并于 4日现场
参与退款工作，维护了1000多名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陈宁 孙薇 朱婕）

危险！

乡村道路成了晒麦场
本报讯 小麦已经陆续收割，连日

来，记者在丹阳乡村看到，平坦宽敞的
村庄水泥道路或柏油马路，成了农民
晒麦首选。有的还将麦秸秆直接放在
马路上，希望让通过的汽车碾压起到
脱粒作用，乡间道路上演了一道令人
担心的“风景”。其实这样非常危险。

晒麦的时候通常会放一些阻碍
物，有些麦子晒的比较多。有较多车
辆经过这里的时候互相躲避很容易发
生事故；如果直接轧过麦子，麦粒引起
车轮打滑，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由于柏油路的表面含有大量沥
青，而沥青中含有苯等致癌物质，经太
阳暴晒后，苯等化学物质挥发，很容易
就附着在麦粒上，造成麦子污染。

（通讯员 吴阳芳 记者 佘记其）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高新区举行文艺汇演

本报讯 10 日下午，镇江高新区
蒋乔中心小学“校园艺术节”系列活
动之“传承爱国精神，争做‘三有’新
人”——高新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文艺汇演暨非遗项目推广进校园活
动成功举行。

活动中，由高新区关工委为“书香
家庭”和“演讲比赛”活动的获奖者颁
发证书、奖品。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向
学校（幼儿园）赠送了省级非遗项目书
籍《蒋乔民间故事》。随后，“梦想舞
台，秀我精彩”文艺汇演拉开帷幕。三
所小学的师生们为大家带来《乌鸦与
狐狸》《少年马灯舞》《两只懒乌鸦》等
精彩节目，赢得阵阵掌声，师生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更是引发了台上台下
全场大合唱。 (陆丽琴 姜萍)

一假酒生产窝点被捣毁
本报讯 近日，丹徒区市场监管局

稽查大队联合公安，开展执法行动，成
功捣毁一家假酒生产窝点，目前已立
案，公安部门正在进一步审理。

该假酒生产窝点位于金润大道旁
某民宅内，主要伎俩是用 5元/瓶的洋
河大曲等低档酒，重新灌装成洋河海
之蓝、天之蓝、梦之蓝系列和国缘等高
档酒。执法人员取证时，发现不法分
子正在研究造假茅台，并在现场发现
了大量高档酒瓶及已包装好的高档酒
60箱。 （张乃武 孙薇 朱婕）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在官塘桥街道秀山村马
湾四组，有这样一名朴实、真诚
的村民，她的名字叫范建霞。提
起她的名字，村里人都会竖起大
拇指。因为她不仅孝顺自己的父
母、公婆，20年来还抚养丈夫的
外甥长大成人。前不久，范建霞
家庭被街道评为最美家庭，范建
霞本人也被评为街道孝老爱亲
模范。

虽然住的是毛坯房没有装
修，但家里却收拾得干干净
净，东西摆放整整齐齐，简单

中透着温馨。10日上午，记者
来到了官塘绿苑4期7幢的范建
霞家中时，范建霞正在家中择
菜，准备着全家6口人的午餐。

今年42岁的范建霞是丹徒
谷阳人，2000 年嫁到了秀山
村，夫妻俩十多年来互敬互
爱，相互照顾。自从成婚后，
范建霞对待公公婆婆就像对待
亲生父母一样，尊重孝顺，贴
心照顾。范建霞说，婆婆年轻
时吃了不少苦，在不到四十岁
时丈夫就去世了，后来重组家
庭后，现在的公公身体又不是

太好，作为儿媳，她有责任和
义务把二位老人照顾好。

烧饭、洗衣、打扫卫生……
公公婆婆日常的生活，早已经离
不开范建霞。她经常会陪着公公
婆婆去医院看病，还特意为老人
们买了电子血压计等家庭医疗
器具。在饮食上，范建霞也是尽
量迁就着公公婆婆的口味，精心
安排适合老年人吃的食谱。婆婆
江冬英对儿媳是打心眼里喜欢，
长时间同婆婆的和睦相处，让她
们更像是一对好朋友。十几年
里，她和婆婆从没有红过脸。在
她的耳濡目染下，如今上高中的
儿子也很孝顺老人，有好吃的总
忘不了爷爷奶奶，时常给爷爷奶
奶捶背按腰，端茶送水，陪伴老
人聊天，让老人们十分开心。婆
婆江冬英经常和邻居们说，她有

这个媳妇真幸福。
除了亲生儿子外，范建霞二

十年来还抚养着她另一个“儿
子”长大成人，那就是她丈夫的
外甥。20年前，丈夫的姐姐姐夫
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去世，当时孩
子还不足周岁，从那以后，她的
身份就从舅妈转变成了妈妈，把
丈夫的外甥当亲生儿子一样，含
辛茹苦抚养长大。多年来，她的
两个儿子也是互相谦让，感情胜
似亲兄弟。

谈到自己被评为街道孝老
爱亲模范时，范建霞说，父母是
儿女的榜样，儿女是父母的镜
子，每位家庭成员都需要在相互
的影响中进步、成长，孝老爱亲
是留给子女最珍贵的礼物。在今
后，她还会一如既往，做好该做
的事，照顾好这个家。

官塘桥街道孝老爱亲模范范建霞：

孝老爱亲是留给子女最珍贵的礼物
本报记者 孙晨飞 本报通讯员 魏源

增强“四力”教育实践
书写新时代镇江故事

“后高考经济”快速升温
老师提醒还应理性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