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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茅街道金星社区、扬中市长江
拥军服务社、扬中江洲文学社三位一
体文明共建，三年来，他们开展各类爱
国拥军活动80多次，形成多个双拥文
化品牌，已成为小岛扬中“双拥”名片
和一道靓丽风景线，他们慰问抗战老
兵、走访慰问全市新兵家庭，一年一度
的璀璨金星拥军文化节也已举办四

次，他们每年深入部队开展21味进军
营、法治拥军、地方传统文化进军营活
动，他们慰问全市对越自卫反击战烈
士家属，他们寻觅红色的遗迹，用笔和
镜头留下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料。他们
致敬老兵、关爱新兵，他们尊崇军人，
把党和社会的温暖和最真的敬意送给
最可爱的人，金星社区和长江拥军社

的知名度在扬中已经家喻户晓。
美丽的金星法治平安建设卓有成

效，目前已形成“爱国拥军”“文化惠
民”的浓厚氛围，拥军社区、文化社区、
法治平安名不虚传，2019年被评为全
扬中唯一的镇江市学雷锋先进典型，
金星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未来的
金星必将更为璀璨。

璀璨金星爱国拥军

一.三茅街道金星社区
优秀共产党员：
王小琴 汪积胜 刘 华 施国林 冯学年
好家风先进市民：
杜珍英 高晓芬 齐军霞 施菊芳 熊 伟
优秀退役军人：何 阅 方宇平 朱爱文
优秀村民小组长：沈达贤 胡克顺
优秀物委会委员：张克平 陈保林

“璀璨金星”第四届拥军文化节表彰

光荣榜
时任扬中市委书记殷敏一行来到金星社区调研长江

拥军社、江洲文学社

法治拥军

欢送2020新兵

金星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拥军文化节

法治拥军“中远石化杯”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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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扬中市长江拥军服务社
长江拥军社优秀志愿者：
方文婧 江纪美 王龙富 朱秋华 张 润 沈宝玉
文 化 拥 军 优 秀 摄 影 师：鄂启桂

三.扬中江洲文学社
江洲文学社优秀文化志愿者：
朱圣福 张 辉 张桂生 赵莎莎 叶 贵

本报讯（胡冰心 戴勇 江晨）近
日，有桩助力共享单车亮相我市主
城区，备受市民关注，成了继公共自
行车、共享单车后市民绿色出行的
又一新选择。2000辆崭新的有桩助
力共享单车将陆续投放至市区的
203个停车站点，市民下载“永安行”
APP并注册后，扫描车身二维码，即
可解锁骑行。

记者昨天在山巷广场南侧的公
共自行车站点看到，多辆有桩助力共
享单车一字排开，停在站点内，车身
白绿相间。为了确保骑行安全，每辆
车篓里都标配了一个黄色的安全头
盔，并用弹簧绳进行固定拴系，市民
骑行时可以直接戴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镇江
分公司经理陈骏介绍，此次陆续投放

的 2000辆有桩助力共享单车已完成
投放 1000辆，近期将全部投放到位。

“投放范围主要包括京口、润州在内
的主城区，在原有的公共自行车站点
基础上进行改造，有的全部改成有桩
助力共享单车停放点，有的拆除部分
公共自行车桩，改成助力共享单车的
车桩。”陈骏表示，市民骑行时，车速
最快可达 20公里/小时，车辆续航里
程为60公里，一般情况下一辆满电的
车，可以骑行使用 4-5天。市民需要
下载“永安行”APP扫码骑行，行程结
束时，把车推进站点内的停车架，点
击APP中的“结束行程”即可还车成
功。此外，市民可以通过永安行APP
进行助力车站点及车辆使用情况、每
辆车的电量等的实时查询。

陈骏表示，在计费标准上，以 2

元/半小时为计费标准进行计费，每
日 30元封顶；在押金上，芝麻信用分
为 600分及以上便可使用“0押金租
车”，使用“永安行”APP的用户需在
APP 中进行支付宝账户认证对接。
若芝麻信用分不满 600 分，需缴纳
200元押金。虽然有桩助力共享单车
采用的是站点到站点借还车辆的方
式，但为了方便市民使用，车辆设置
了“临时停车”功能，市民在骑行过程
中需要临时停靠时，可在APP中点击

“临时停车”键进行中途停车。临时
停车时间为30分钟，正常纳入计费时
段；当临时停车超过 30分钟，系统将
自动锁车且结束本次租车订单，并扣
除相应的骑行费用及8元调度费。

对于不少市民关心的多人“共
享”使用安全头盔是否卫生的问题，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区域
营销经理陈波介绍，公司将定期对所
有有桩助力共享单车随车配备的头
盔进行清洁、消毒。同时，永安行有
桩助力共享单车配备了公众责任险，
由车辆问题对用户造成的损伤，将可
以得到赔偿。

市公共停车管理处洪涛表示，公
共停车管理处将在车辆安全、保洁力
度、日常运营等方面，对有桩助力共
享单车加大监管力度，提升运营服务
水平，给市民带来舒心的骑行环境。
对于有极少部分随车配备的头盔已
经被盗的现象，她呼吁，城市为市民
提供越来越多元化的出行方式，头盔
是为广大出行的市民提供安全的保
障，是公共资源，希望广大市民能够
爱护它。

配有头盔、买了保险、最高时速20公里

2000辆助力共享单车陆续投放市区

本报讯（龚轩 张凤春）为深入推
进运行管理专业队伍建设，持续提升
客服经理岗位技能与服务能力，日
前，工行镇江分行运行管理部在全行
范围内组织开展的2020年客服经理
岗位技能竞赛活动，吸引了9支队伍、
27名选手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团体
冠军花落镇江分行营业部；镇江分行
营业部贾嘉兴获基础技能赛第一名。

本次竞赛包括汉字和数字录入、
手工识假点钞、机器识假挑错点钞、
微课课件制作等四个项目。汉字和
数字录入采用计算机系统录入的方
式，点钞采取现场竞赛的形式，微课
课件制作比赛采用现场评审的形
式。竞赛在考核客服经理柜面基础
技能的同时，也锻炼客服经理总结思
考能力和动手制作能力。通过本次
竞赛，选拔出一批基础技能优异的客
服经理，培养和挖掘出能够熟练使用
专业软件进行课件制作和培训的专
业人才。

镇江工行客服经理赛技能

28日，丹阳市征兵
办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北
学院2021届毕业生秋季
专场校园招聘会上向大
学生解读征兵新政策。
当天，丹阳市征兵办联
合中北学院人武部“让
征兵宣传走进校园招聘
会”，成为133个招聘单
位亮点之一，受到大学
生们普遍欢迎。
杨建军 肖株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胡建伟）“千古江
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被誉
为“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上，两
位青年男女大学生身着汉服，面对
浩瀚长江，激情朗诵辛弃疾的词《永
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是镇江
大学生诗词诵读视频大赛参赛作品
拍摄的一个场景。29日，大学生诗
词诵读视频大赛落下帷幕。

诗词诵读视频大赛是由市委宣
传部、市社科联、市文广旅局、市民

政局、团市委主办，江大图书馆、江
大文学院、市图书馆承办的“致敬镇
江 经典传诵”大学生诗词大会系列
活动之一，旨在普及社科人文知识，
让在镇大学生通过诵读镇江诗词，
了解镇江，拥抱镇江。诵读视频大
赛从 9月初开始，朗诵作品选取镇
江诗词，线上提交朗诵视频作品。
在镇高校踊跃参加，选送了《芙蓉楼
送辛渐》《游金山寺》《西津渡》等43
个镇江诗词朗诵作品。江苏大学的
参赛选手陈颖说，诗以言志，通过参

加镇江诗词诵读视频大赛，对镇江
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也爱上了镇
江这片热土，作为一名在镇大学生，
将为宣传镇江、建设镇江尽自己的
绵薄之力。

经专家评审，江苏大学的马
琛、杨蕊心、陈颖朗诵的《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金缕衣》和江苏
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陈树芳、黄拓
源朗诵的《水调歌头·金山观月》获
得镇江大学生诗词诵读视频大赛
的一等奖。

大学生诗词诵读视频大赛落下帷幕

宝塔路街道举办
读书分享会活动

本报讯（记者 孙晨飞）为深入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推动学习型社会建
设，为润州建成文化强区尽一份力，29
日上午，润州区宝塔路街道开展“以书
会友，以文沁心”读书分享会活动，组
织街道机关、社区30岁以下工作人员
以书会友，分享阅读感受，享受书籍带
来的美好。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习总书
记来到宁德后，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百
姓的所想所盼，心系人民群众的冷暖
安危。”活动中，来自黄山社区的章倩
晖向大家分享了她读《习近平在宁
德》这本书的感受。她说，总书记一
心为民的朴实作风令她感动，为所有
社区年轻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和标
杆。来自黎明社区的张倩分享了她
读文学名著《红岩》的读后感。她说，
每一次阅读这本书时，她都会被革命
先烈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感动，她会珍
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工作，
勇敢克服困难。

宝塔路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街
道举办此次读书会活动，就是鼓励年
轻同志多读书，在书籍中汲取养分，不
仅能培养学习的习惯，更能激发宝塔
人干事创业的激情，使越来越多的青
年人加入到享受“悦”读的大家庭中，
让馥郁书香在街道的每个角落弥漫，
真正做到“书香满宝塔”。

本报讯（孙健 钱菁璐 王露）10
月 29日是第 15个“世界卒中日”,今
年的主题为“医体融合，预防卒中”，
口号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上
午，市四人医携手世业镇卫生院、世
业镇东大坝村举行了义诊，让更多居
民了解病因，科学防控，健康生活。

上午 8 点多，市四人医专家团
队来到世业镇东大坝村，现场已有
数十位村民在等候。参加义诊的科
室包含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内分泌
科、心内科、中医科、呼吸科、超声科
等 8 个科室，为村民们提供健康咨
询、颈动脉超声检查、测血糖、免费
发放中药茶饮、发放健康折页等多
项医疗服务。

在义诊过程中，多位老人空腹
血糖在 10mmol/L以上，有两位老太

太空腹血糖达到了22.5mmol/L，在医
生指导下，老人们准备前往市区就
医。与此同时，在颈动脉超声检查现
场，多位老人有不同程度的颈动脉斑
块。很多老人表示，他们以前没有检
查过颈动脉斑块。在医生的指导下，
他们会很快去医院就医。

市四人医神经内科副主任靳彪
介绍，脑卒中是由生活方式、环境、遗
传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疾病。大
量临床研究和实践证明，脑卒中可防
可治。早期积极控制脑卒中危险因
素及规范化开展脑卒中治疗，可有效
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复发率、致残
率及死亡率，并改善脑卒中的预后。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增强大家对
脑卒中危害的认识，提高大家预防和
控制脑卒中的意识和能力。

四人医开展“世界卒中日”义诊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为了让每位小朋友感受到幼儿园大家庭的温暖与
快乐，享受伙伴、老师的祝福，近日京河路幼儿园举办了“香香甜甜十月集体生
日会”。 陈佳 谢思淳 摄影报道

征兵宣传
进校园

十月桂花香 你我共成长

今日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