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版 2019年12月16日 星期一 责编/陈巍元 美编/方舒 校对/阳阳 未晚亭

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润州分局划拨用地手续批前公示
镇自然资公示润（2019）第15号

依据用地单位申请，我局拟对下列1宗国有建设用地以行政划拨方式办理供地手续，现就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序号

1

拟用地单位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镇江供电分公司

地块座落

太古山路以东，崇
实女中以南

项目名称

110KV云台变电
站工程

面积
（平方米）

2007.2

用途

公用设施
用地

供地方式

划拨

备注

凡对以上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请于本公示期限内向我局提出书面材料，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予办理相关手续。
公示期限：2019年12月16日至2019年12月20日，共5天。 受理地点：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润州分局
联系地址：金润大道1016号 邮政编码：212001 联系电话：0511-80855410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公众可通过以下网址：https://
www.wynca.com/index.php/news/
info/13642 查看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也可通过联
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借阅本项目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为项目地周边区域居民及

其他利益相关者，欢迎社会各界对本
项目环境保护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期限
公众可在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通过如下网站获取公众意见
表 ：https://www.wynca.com/index.
php/news/info/13642，也 可 通 过 电
话、信函、电子邮件或直接到工作单

位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提交意见或咨询有关情况。联系方
式如下：

建设单位：镇江江南化工有限
公司

联系人：车工
联系电话：13775555101
邮箱：544989227@qq.com
通信地址：镇江市镇江新区国

际化工园松林山路28号
环评机构名称：南京国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
联系电话：18151693247
邮箱：397483840@qq.com
通信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花园

路11号
公示单位：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草甘膦生产节能减排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他是京口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原
副主任，是京口区教育局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学习宣传负责人，是京口区退
教协会工作主持者，还是京口区教育
局关工委秘书长，这么多“头衔”都属
于一个退休的老党员——吴明宝。
用他自己的话说，退休后的工作，比
退休前还要忙，但却甘之如饴。

从 2007年退居二线至今，吴明
宝一天也没离开过工作岗位。虽工
作繁忙，但任劳任怨、成效显著。

做支部党员学习的“带头人”。
在区教育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负责
学习宣传工作的他，不仅积极主动学
习思想政治理论，还认真组织全体党
员加强学习。为了强化党员学习，他
发挥优势，建立了支部“学习强国”微
信群，开展了你追我赶的学习活动，
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同时，他经常
上门看望 80岁以上的支部老党员，
为他们排忧解难，送学习文件和辅导
读本，把支部关爱送到他们心里。
2019年 11月 25日，他还带领老干部
支部全体成员，到敏成小学参观学
习，感受学校变化，并带领全体老党
员重温入党誓词。

做 退 休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娘 家

人”。在主持区退教协会日常工作期
间，吴明宝负责 1000多名离退休教
育工作者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事宜。为此，
他积极组织各下属单位退协小组开
展各种文体和公益活动，每年都确定
一个活动主题，举行全区性的歌咏、
广场舞比赛，开展“帮青年教师成长”

“看家乡巨变”等活动。同时，他还每
年为全区 80岁老园丁过集体生日，
为90岁、99岁老园丁上门祝寿，广大
离退休教育工作者都称他为“热心的
娘家人”。

做关心下一代的“热心人”。
2018年起，吴明宝被推荐到镇江市
关工委驻会，负责全市关心下一代工
作的宣传报道。近两年来，他在《镇
江日报》《薪火》杂志和江苏少年网
（省关工委主办）等主流媒体发表新
闻稿件近百篇。同时，他还是京口区
教育局关工委秘书长，负责区教育局
关工委的文字及宣传工作，每年，他
都要承担全区中小学生数以千计的
读书征文评选推荐工作。

做文学研究的“参与人”。退休
以后，吴明宝先后担任《江苏教育报》
兼职编辑、镇江市诗词协会理事和京
口区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同时，他还
是镇江市作家协会和镇江市知青作
家协会会员，每年都发表散文、诗歌
数十篇，频频有文章获奖。2018年，

他还与省劳模、农业老专家和闻捷研
究专家沈晓昆等人在市文联等部门
的支持下，创办了“镇江市闻捷研究
会”，担任秘书长职务。在沈晓昆和
他的努力下，在镇江市文联、丹徒区
领导们的支持下，由高资街道投资的
著名诗人闻捷的诗歌馆于今年10月
12 日在高资水台村隆重开馆。同
时，吴明宝自己出资承担研究会的理
事会会务及交通支出，撰写闻捷的相
关研究论文数万字，先后发表于《金
山》《镇江日报》《京江晚报》等主流媒

体，为宣传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作出贡献。

退休不离岗，银发传能量。工作
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的吴明宝，先后
被省教育厅表彰为“教育督导工作先
进个人”，被教育部语言文字司表彰
为“优秀指导教师”，被教育部关工
委、省教育系统关工委表彰为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他说，还将继
续为各项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社
会增添一份正能量。

周迎 王胜云

退而不休为奉献
老骥伏枥行千里

吴明宝看望老同志。资料图

12月13日上午，丹阳云阳
街道云阳桥社区老干部支部、
云阳桥银梦艺术团、江苏银行、
金色阳光、丽峰缘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志愿者等一行68人，前
往丹阳云阳街道敬老院慰问老
人，为敬老院的26位老人送去
了浓浓的冬日祝福。大家为老
人包饺子、演节目、聊家常……
老人们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
容。图为志愿者们为正在吃饺
子的老人们唱歌。

朱长华 佘记其 摄影报道

情系老人 关爱健康
12月12日下午，丹徒区乐健义服务中心和荣炳成人教育中心在荣炳

文化大院活动室联合开展了“平安阳光——警钟常鸣小课堂”活动。志愿者
和蒲圩村老人50多人，济济一堂，认真听取了丹徒区妇幼保健所老院长卞
生民关于“老年人骨质疏松，泌尿系统疾病”，以及“三高”老年患者的预防、
治疗和保健知识。 马二毛 仲兆平 凌兵兵 摄影报道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旧物利用变废为宝

本报讯 近日，在润州区和平路街
道桃园第一社区活动室内，来自镇江
实验学校七（13）班第一组的同学联合
益家环保公益组织志愿者，以独具一
格的脱口秀形式为居民们分享绿色环
保内容。

当天，活动室里来了很多老人，学
生们通过脱口秀、辩论等多样表现形
式分享了环保的重要性，老人们一边
听一边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脱口秀表
演后，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教老人如
何正确的进行垃圾分类，并和老人一
起制作环保袋，将旧物变废为宝。

（姚娜 吴秋红）

老人家中突发病
警民联手急救助

本报讯 近日中午，扬中市八桥派
出所接群众报警称，辖区村民家中一
名老人突发疾病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见到
一名老人跌坐在地上，立即上前询问
老人身体状况，但老人并无回应。考
虑到当天温度较低，民警先是与老人
家属合力将老人小心翼翼地搀扶起
来，并将其安顿到躺椅上，然后又联系
120急救人员前往救援。待 120急救
车赶到后，医生给老人做了现场检查，
老人身体目前已无大碍。

据了解，老人今年 71岁，此前曾
有过轻微脑梗病史，此次跌倒可能是
疾病发作所致。当天上午在与邻居闲
聊时，突然出现口吐白沫、四肢瘫软等
症状，随后便跌倒在地上无法动弹，邻
居几人尝试将其搀扶起均未成功，因
担心出事便报了警。（景泊 黄子栩）

日前，85岁的退休老教师朱德
荣端坐在家中客厅的餐桌前整理书
籍中的英雄事迹，“我在整理《义薄
云天》第二辑，已经整理了 46 位英
雄的事迹。”《义薄云天》是朱德荣编
写的第 8本道德教育书籍，“1996年
退休后，我就一直想着要继续做点
什么。”向来注重学生道德教育的朱
德荣找到了退休后的重要工作——
搜集整理道德模范事迹。截至目
前，朱德荣已搜集整理道德模范故
事 10000 余个。“我不会用电脑，所
有的资料都是从各大报纸、杂志及
书籍中搜集整理的。”

2018年 4月 6日起，《人民日报》
开设专栏“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
谱”，朱德荣注意到这个重要信息，

“这些英烈事迹太珍贵，我一定要将
它们妥善保存下来。”从那天起，朱德
荣开始整理专栏文章，“整理的第一
个人物是李大钊。”为精确留存，朱德
荣将每篇文章反复阅读，删除部分内
容，保留最能体现其精神的资料，再
一字一句摘录到记事本中。从去年

4月到今年 9月，朱德荣一共整理了
510个英烈事迹，他决定将其编纂成
册，印刷出品。朱德荣捧着厚厚的一
摞手稿，找了一家广告公司，“手稿要
用电脑打成字，亲戚朋友帮我打一部
分，但不好都麻烦别人，我就找广告
公司，每页 1200个字，7块钱。”形成
电子稿后还需要进行繁重的校对工
作，朱德荣的左眼眼皮下垂，为了更
清楚地校对，他总是用手撑开眼皮；
为了赶进度，他甚至从早到晚握着笔
修改，“睡觉的时候才发觉手指麻木，
不能动了。”印刷成品需要一大笔资
金，“我很开心，在印刷厂工作的儿子
给了我大力地支持，在儿子的支持
下，这些道德教育资料才能汇编成辑
并印刷成品。”

今年 10月，《义薄云天》第一辑
印刷成册，和其他7本道德教育书籍
一样，《义薄云天》印刷 300册，免费
赠送给学校、机关等。据统计，退休
至今，包括纂辑成册的书籍和各处演
讲 的 文 稿 ，朱 德 荣 共 手 写 500 万
字。 蒋丹 徐心俊

扬中八旬老党员
500万字“写”初心

八桥老人喜过百岁生日
12月13日，扬中市八桥镇幸福村11组的罗桂英老人迎来了自己的100

岁生日。老人的亲朋好友、邻里等纷纷前来为老人贺寿庆生。市、镇老龄委、老
年协会、民政部门等涉老组织和扬中市通达商厦以及幸福村村两委、村老年协
会先后送来鲜花、生日蛋糕、慰问金、彩电等礼品恭贺老人百岁寿辰。幸福村华
成电子器材有限公司广场健身团队还带来了腰鼓、小品、三句半等精彩的文体
节目为老人祝寿。 张守良 陆云蔚 摄影报道

今年 56岁的丁桂英，是丹阳市
丹北镇前巷村人，从天工集团仓库
管理员岗位退休。退休时，她曾经
诙谐地说，虽然在天工我退休了，但
是回家我还得继续上岗。退休后她
承担起了照顾一大家子的责任，特
别是给了婆婆一个健康、平安、快乐
的晚年。

丁桂英的婆婆陈凤英，现年 98
岁，老伴32年前去世后，老人一直跟
着丁桂英一家人生活。丁桂英介
绍，婆婆82岁那年外出散步时，被一
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经过两
天两夜的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当时，丁桂英的丈夫朱金富工
作比较忙，两个姑子也各自有自己
的家庭，照顾老人的重担就落在了
丁桂英的肩上。婆婆出事后心里不
好受，看什么都不顺眼，总爱唠叨，
丁桂英非常能够理解老人，始终无
微不至地照料她，心平气和地安慰
她，时常讲故事、聊家常逗老人开
心。有时婆婆大小便失禁，屎尿弄
到被褥上，她二话不说赶紧给婆婆

擦洗干净身子、换洗被褥，从没说过
一句怨言。

可能是儿女们的一片孝心感动
了上天，在丁桂英的精心照料下，老
人逐渐好转。如今，近百岁的老人
除了耳朵不太好，没有什么病痛，饭
量还可以。村里人去看望陈凤英老
人，她逢人就夸，“儿媳妇非常好，待
她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我能活到
这么大年纪，与她的细心照料是分

不开的”。
丁桂英还是一位好母亲，她身

体力行做榜样，女儿医科大学毕业
后读研、读博，一直在医疗岗位为祖
国贡献着力量。

“尊敬老人、爱护孩子，我只是
尽到了自己应尽的本分，做了我们
这个年纪该做的事。”丁桂英朴实的
语言折射的是浓浓的亲情。

田工 方良龙

丁桂英：用孝心守护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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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慰问暖人心
敬老院里显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