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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6日是黄明节每年一次市民
圌山登高日，每到这一天，来自全省
各地数十万人参加活动。为了更好
地向广大市民普及健康知识，为登山
市民保驾护航，镇江瑞康医院受新区
社发局组织安排了骨科、眼科、内科、
外科专家、医务工作者在现场义诊和
咨询，得到了广大登山人的热烈响
应。

在现场咨询活动中，专家和医护
人员生动形象地向市民讲解登山与
健康方面的知识，派发健康宣教资
料，帮助市民进一步提高健康意识和
健康生活素质水平。

登山注意事项与健康是每个人

都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健康知识
的了解都很迫切，在问诊现场，义诊
现场人头攒动，患者的问题涉及方方
面面，医护人员一一给予耐心解答，
深受市民好评，纷纷表示学到了许多
科普知识和健康常识。

据了解，镇江瑞康医院经常开展
此类公益义诊活动，积极传播专业健
康知识，深受市民好评。未来还将参
与举办更多健康相关活动，为促进全
民健康覆盖的大健康事业尽一份力
量！仅 4 月 6 日当日一天，镇江瑞康
医院医护人员就为千余名市民提供
了健康咨询、疾病咨询与免费测血压
服务。 (顾华琪)

镇江瑞康医院为黄明节圌山登高市民保驾护航

因公共利益需
要，镇江市润州区
人民政府对和平路

西片区旧城改造（中山北路东侧民
主街片区）（镇润房征告字 2016第 2
号）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部分被

征收人（被补偿人）主张房屋权利但
无法提供产权证，现将名单予以公
告，如对公布的拟被补偿安置对象
及其房屋存在异议，请异议人携带
有效证据到房屋征收现场办公室
（和平路 23号，原润州区保安公司，

联系人：臧先生：15952903118、王先
生 ： 13861392787、 贾 先 生 ：
13913449533）进行登记，公告后如
无异议或异议情形不存在的，将在7
日后对该名单对象予以补偿安置，
望知情者相互转告。

和平路西片区旧城改造（中山北路东侧民主街片区）房屋征收指挥部 二O一八年四月九日

序号
1

2

调查编号
B1-024

B3-004-1

房屋地址
江汉里84号

和平路57号

权利人
杨 虎

束仁和

建筑面积m2

73.15

41.2

序号
3

4

调查编号
B3-031

B3-004

房屋地址
和平路65号

和平路57号

权利人
田镇宝

汤惠芝、束俊
卿、束仁荣、束
秀芳、束秀琴、
束仁贵、束仁
和、束岫清

建筑面积m2

143.54

72.69

公告

因公共利益需
要，镇江市润州区
人民政府对西荷花

塘二期地块整理项目（镇润房征告字
2017 第 1 号）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

收，部分被征收人（被补偿人）主张房
屋权利但无法提供产权证，现将名单
予以公告，如对公布的拟被补偿安置
对象及其房屋存在异议，请异议人携
带有效证据到房屋征收现场办公室

（和平路23号，原润州区保安公司，联
系人：吴先生：13805280776）进行登
记，公告后如无异议或异议情形不存
在的，将在7日后对该名单对象予以
补偿安置，望知情者相互转告。

西荷花塘二期地块整理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 二○一八年四月九日

公告

序号

1
3

调查编号

A-1
A-3

房屋地址

西荷花塘
100-1号

西荷花塘70-1号

姓名

姜国兴

戴 兰

建筑面积m2

52.07
32.87

序号

2
调查编号

D-1-1
房屋地址

西荷花塘98号
姓名

沈卫平

建筑面积m2

19.78

序号

1

用地单位

镇江佳佳幼稚园

宗地位置

演军巷40号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土地使用
年限

50年

土地面积
（平方米）

889.5

实 际 缴 纳
（万元）

5.1752

财务成本（万元）

3.11（2005 年 6 月 30 日-
2017年10月1日）

若有异议者，请于2018年4月13日前以书面形式与镇江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联系。
受理地点：镇江市国土资源局 联系地址: 镇江市金润大道1018号
邮政编码:210001 联系电话：0511-80759226 2018年4月9日

镇江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供地公示
镇国土资公示(2018)第15号

依据用地单位申请，我局拟对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以补办出让方式办理供地手续,现就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2018年3月，他们不仅打入
2018年FRC深圳区域赛决赛四
强，获得工程启发奖，而且获得
进军美国休斯敦 FRC世界锦标
赛的机会；同月参加 FRC 上海
区域赛，他们顺利打入决赛的四
强，获得评审奖。他们是镇江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施琴博士和
她的同事党丽峰、左文艳、史银
花，他们带领着一群有想法、有
灵气、有闯劲、肯钻研的学生共
同组建的一支创新团队——雏
鹰工作室。

FRC 比赛，即国际 9-12 年
级 中 学 生 机 器 人 挑 战 赛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极具影响
力的国际机器人比赛，目的是激
发青少年对科学与技术的兴
趣。2002 年，施琴就开始同多
名骨干教师一起研发探索者机

器人，2004 年开发成形。他们
开发的探索者灭火机器人、走迷
宫机器人、巡线机器人在镇江市
中小学科技活动中广泛推广，产
品远销售到全国各地。此后，他
们又先后开发了投篮机器人、管
外检测修障机器人、管道自控切
割机器人、中医推拿按摩机器人
等一系列机器人产品，在江苏省
职业教育创新大赛六次获得一
等奖。2012 年起，他们参加江
苏“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
连续 4年获得江苏省中职组和
高职组一等奖第一名，两次以第
一名的成绩获得国赛金牌，并在
竞赛中发现一家承办公司提供
的设备存在缺陷，提出了改进方
案。他们积极开展发明创造，所
研发的“基于并联机构的三平移
振动台”“便携式可折叠电动车”
等 30多个项目成功申请到国家

专利。2015 年，学校专门成立
了机器人创新工作室，组织学生
进行机器人的制作和研发，施琴
老师为负责人。

“工作室成立伊始，我们就
将工作的目标锁定在大洋彼岸，
即 FRC竞赛。这项比赛受到广
大美国知名高校（如麻省理工
等）的认可与青睐。”党丽峰老师
介绍，FRC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同时又体现了综合性和开放
性。它在仅提供 3样核心部件
的前提下，要求成员在 42天内
能完成一台机器人的设计、加
工、安装，并调试出能完成多项
复杂任务的机器人。从主办方
发布竞赛题目到提交机器人，只
有短短42天。

为了按时完成参赛任务，4
名女教师常常要带领学生加班
到凌晨两三点钟，一遍又一遍

地安装、调试。而且 FRC 的竞
赛时间刚好就在中国的春节期
间，学校师生们都回家团聚了，
他们却要拿出大量的休息时间
在工作室里忙得昏天黑地。参
赛 3 年来，雏鹰工作室按照美
国主办方的赛题要求，先后多
次设计出功能各异的机器人，
在深圳、郑州、上海和美国休斯
敦等各个赛场上大放异彩，显
示出工作室成员高超的专业水
平和职业素养，获得 FRC 评委
们的高度认可。

在 今 年 3 月 的 FRC 赛 场
上，她们更是大胆尝试，使用了
一款在全球 FRC领域公认的难
以驾驭的矢量轮，受到同行的
广泛关注，尤其当他们得知，这
是国内仅有的两个来自职业院
校师生团队中的一个，纷纷竖
起了大拇指。

驰骋世界顶级青少年机器人赛场
——镇江高职雏鹰工作室成长侧记

本报记者 胡冰心

昨天，34名青海门源县
中小学的师生在江苏大学
校史馆、汽车学院、计算机
学院、电器学院等参观，了
解汽车制造、物联网技术、
无人机应用等现代工业发
展的前沿技术，感受科技给
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青
海门源县是江苏大学研究
生支教团服务地，当天2018
年“青海省门源县中小学学
生素质拓展营”开营仪式在
江苏大学开营。

王呈 吴奕 摄影报道

日前，市实验幼儿园邀请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孔起英等专家来园
指导，该园“自然美”园本课程的构建与实施获得专家充分肯定。

钱进 摄影报道

清明小长假
铁路客流创新高

本报讯 昨天记者获悉，清明小长
假运输4天（4日至7日），镇江铁路部门
共计发送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
长8.3%。4月7日，扫墓流、旅游流、学生
流等返程客流高度叠加，旅客出行时间
高度集中，形成了客流高峰，当日该站共
发送旅客6.4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本次高峰日创下最高纪录，主要
得益于假日期间前往镇江旅游客流的
大幅上涨。另外，小长假后两天的晴
好天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应对客
流高峰，镇江火车站制定落实客流高
峰运输方案，在节前加大了南北广场
互联互通便民措施的宣传力度，最大
程度发挥北广场分流作用。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目前镇江火
车站客流仍持续高位，尤其是随着“五
一”小长假的临近，客流将迎来新一轮
高峰，广大旅客应提前安排好行程。

（袁婕 曾海蓉）

本报讯 昨天，省作协全体机
关干部在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王朔带领下，来到位于长
山的镇江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用真诚与爱心
陪伴学员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愉快
的时光。

省作协志愿者参观了托养中
心，与托养中心学员进行手鼓、茶
艺、烘焙等互动。今年1月中旬，
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党组书记韩
松林就曾组织工作人员来到托养
中心举办送书惠残活动，结对陪
伴残疾学员。当时作家们被残疾
人的事迹深深感动，约定要多次
来此采风交流。此次省作协在市

残疾人托养中心挂牌成立了“江
苏省作家协会文学志愿服务基
地”。他们还与残疾人托养中心
的托养人员共同开展植树活动，
捐赠爱心果园。

省作协联络部主任吴正峻表
示，省作协未来将陆续与托养
中心开展文艺家牵手残障学员
活动，以后会经常组织工作人
员和青年作家来，希望他们的
事迹能够通过作家们的文字，
感动更多的人。

在镇期间，省作协一行将赴
丹徒区世业洲等地参观考察，感
受改革开放以来世业洲取得的发
展成就。 （记者 花蕾）

省作协在市残托中心设立志愿服务基地

“我在镇江做侦探”
前天，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科所

会同京口团区委、江南青少年核心素
养研学中心，在江科大开展了“我在镇
江做侦探”系列主题活动第4季，对侦
查破案有浓烈兴趣的40余名中小学生
参加活动。活动通过让孩子们了解指
纹中的秘密，发现案件中的蛛丝马迹，
培养孩子们的判断推理和事物分析能
力。 马镇丹 王烈 摄影报道

（上接1版）
64岁的章桂荣，做环卫工已经10

年了。当天早上，她在小区扫地时，发
现车库门口有只黄色手提包，于是捡
起来代为保管。“拿到包后，我发现包
很沉，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章桂荣
说：“包里有一沓一沓的百元大钞，像
砖头一样，大概有 10 多万元。还有
银行卡、手机、身份证、首饰等物品。
我想失主一定很着急，于是就在门口
等……家里再穷，也不能把别人的钱
和物品带回去。人要一直做好事，不
能做坏事。”

江苏德马物业公司得知章桂荣
拾金不昧的事迹后，奖励她 1000元，
章桂荣一开始也不肯收。公司经理
周登霞说：“你为公司增光添彩，公司
的奖励是你应该得到的。”章桂荣这
才收下了。

据周登霞介绍，这已经是章桂荣
第三次捡到钱还给失主了。章桂荣
是淮安人，家里非常贫困，在镇江租
房子住。她的老伴因为壮年时做建
筑装潢被楼板砸到，脑部受伤，记忆
力减弱，每天都要吃药，一年药费要
花 2 万多元。章桂荣做环卫工挣的
钱，差不多都用来给老伴治病了。平
时两位老人的一日三餐，主要靠儿女
贴补。

京口区城管局局长王荣兵告诉记
者：“目前，社会各界和志愿组织越来
越关爱环卫工人，环卫工人也在更好
地回馈社会，这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区城管局也将表彰章桂荣，并为她申
报季度‘十佳环卫工人’，从而引导更
多的环卫工人向她学习，共同弘扬社
会正能量。”

（陆珺 朱秦玉 林兰）

贫困环卫工捡到
大额现金苦等失主

（上接1版）不仅有各种常规性的节日
慰问，更有雪中送炭危急时刻显真情
的救助。月月有计划、周周安排、天天
有关爱，从修水修电到买房装修；从住
院陪护送饭送菜到临终关怀；从过生
日、春游、秋游到中秋夜、大年三十年
夜饭，金山公益志愿者团队为全市的
400多位失独老人提供着亲人般的关
爱和服务，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超过了
8万小时。金山公益是目前为止全国
唯一一支坚持全年365天为失独老人
提供服务的志愿者队伍。

记者了解到，2015年，金山公益
团队被评为感动镇江十大人物，去年
被市政府授予最具影响力慈善品牌，
荣获江苏省志愿服务金奖。

（记者 曾海蓉）

“天使在现”
获评“全国最佳”

（上接1版）

“一线党建”：填缝隙强战力
警力随着警情动，警力跟着案情

走，如何每时每处体现出党员的先进
性和战斗力，成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
新课题。

在出差办案的团队中成立临时党
小组。去年5至6月，市公安局侦办一起
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专案组抽调多部
门警力共80余人，专门成立临时党小组
11个，负责战时党建工作。“从收网开始
到抓捕结束，从镇江到安徽、江西，任务
布置、蹲点布控、指令下达均由党小组
长统一通过平台流转，夜间值守、跟踪
贴靠、枪支保管均由党员民警负责。”第
一党小组长、新民洲派出所副所长彭杰
说。此次行动一举摧毁横跨国内5省和
境外缅甸等地区和国家的特大贩毒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

警务工作在哪里开展，哪里就有
公安党建。据统计，去年以来，全市公
安系统共在8场重大专项工作和29起
重大专案中成立临时党支部37个、临
时党小组 112个。“坚强的党建，成为
各项急难险重任务圆满完成的可靠保
证。”陈金观介绍。

公安系统“三项举措”
激发党建生命力

市实幼“自然美”课程获专家肯定

青海学生来江大

素质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