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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倾吐芳华，岁月如墨留
香。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你
有没有为辛劳的妈妈准备节日
礼物呢？记者走访市场后发现，
鲜花、珠宝首饰、衣服、护肤品等
传统礼物依旧是不少市民在节
日送礼的首选。另外，不少年轻
人把“带着妈妈去旅行”作为母
亲节的特殊礼物。母亲节前夕，
多家旅游网站都发布了“妈妈
游”大数据，数据显示，八成的中
老年出游是子女为其预订,“请
妈妈去旅游”也成为母亲节最潮
尽孝方式。

“黄金饰品立减，钻石饰品
全系9折……”“感恩母亲，买全
套护肤品，送面部护理……”记
者昨天走访了市区多家大型商

场后发现，距离母亲节还有几天
的时间，相关的促销活动已经如
火如荼。在苏宁广场一楼一家
品牌珠宝柜台，一名年轻男子正
在选购首饰，他告诉记者，自己
大学毕业后，每年的母亲节都会
给妈妈买一件礼物。“妈妈喜欢
戴首饰，到现在还没戴过钻石饰
品呢，今年的母亲节准备送她一
条钻石项链。”他乐呵呵地说着，
并请导购帮自己一起挑选。

在北固湾小区的花里见花
店里，店员正忙着整理新到的花
材。店主告诉记者，母亲节，200
多元的花束最为畅销，芍药、康
乃馨、玫瑰等鲜花最受欢迎，“价
格方面没有情人节涨得厉害，原
本 200 元的花束，最近卖到了

250元左右。”据介绍，母亲节预
订鲜花的顾客群体，基本都是中
青年人。

记者昨天走访了多家旅行
社了解到，“五一”假期过后，就
有不少市民电话咨询和预订了

“母亲节”的线路。
“妈妈辛苦了大半辈子，

我们也想让她出去看看、转
转。这不，想帮她预订一个短
途游，和爸爸一起出去散散
心。”昨天下午，记者在位于中
山东路的新闻国旅看到，一位
中年女性正在咨询短途游线
路。工作人员介绍，近段时间
前来咨询母亲节期间旅游线路
的市民不在少数，“短途游的
话，周边的南京、苏州等城市

很受欢迎，长线游方面，新
疆、东北也是近期的热门目的
地，参团的都是老年群体。”

记者看到，一家大型旅游网
站还特地开辟了“乐开花爸妈
游”线路，专为“银发族”设计，在
吃、住、行、游等方面均设立了严
格标准，产品组合以气候温和、
适合老年人身体节奏的“慢游”
目的地为主，而住宿方面则选择
干净舒适、交通方便的酒店等。

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
师朱月莹表示，市民注重母亲
节是一种爱的回归，其实，再
贵重的礼物都不如陪伴，“平时
应该多关注母亲，陪她们聊聊
天，让陪伴为爱做注脚，温暖
妈妈的心。”

送鲜花、首饰，还是“带着妈妈去旅行”？表达感恩——

陪伴，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本报记者 胡冰心

昨天，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市图书馆联合健康路街道社区
教育中心在健康路街道为社区居民开展了“花香祝福，献爱母
亲”插花培训活动，聘请中艺教育培训的资深插花老师为艺术
指导，教授插花技巧。 马镇丹 金炜 仇萍 摄影报道

情系失独妈妈
温馨共迎母亲节

本报讯 母亲节即将来临，
为了让失独母亲过一个不孤独
的母亲节，昨天，润州区宝塔路
街道车站社区红色驿站志愿者，
为社区 5个失独家庭举办了一
场温馨快乐的母亲节活动。

志愿者为“妈妈”们准备了
精美的蛋糕和康乃馨。吃着甜
蜜的蛋糕，感受着诚挚的祝福，
与新认识的朋友交谈，这些失
独家庭成员忘却了曾经的不
幸。72 岁的失独母亲张阿姨
说，自从儿子 18年前因病去世
后，夫妻二人整日以泪洗面，
不敢出门，更不要说与邻居聊
天聚会，因为听不得别人谈论
关于孩子的话题。她说：“每年
母亲节我都不敢出门，到处都在
搞母亲节活动，看到这些，我就
想儿子。今年有这一群孩子陪
我们，还精心为我们准备这么多
惊喜，真的好开心！” （胡静）

金山理论讲习所
落户谏壁焦湾

本报讯 昨天，“金山理论讲习所”
落户谏壁街道焦湾社区。

“金山理论讲习所”建设主体是各
级基层党组织，服务对象是基层党员
干部群众，目的是打通基层理论工作
最后“一公里”，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与党中央“零距离”、与新思想“零时
差”。“金山理论讲习所”不是光讲理
论，而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当日，京口区“金山理论讲习所”
基层讲习分团成员刘东明为大家上了
十九大专题党课。 （茅程之）

银山门社区邻里节
展现和谐邻里关系

本报讯 旗袍秀、淮剧演出、厨艺
展示、绿植交友、欢乐“枕头”战，昨天
早上，润州区金山街道银山门社区火
星庙巷内欢声笑语、热闹非凡，银山门
社区“邻里节”活动正在举行，上百名
社区居民到现场感受着幸福和谐的邻
里气氛。

活动现场，银山门社区还与镇江
海事局、市粮食局等单位签约党组织
共建协议，双方将本着共享资源、优势
互补、协力攻关、服务大局、统筹兼顾
的双赢原则，通过活动的开展，改进组
织生活、丰富活动内容、增强活动实
效，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
聚力和战斗力。

“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好，赛金
宝。”银山门社区联合党委书记蒋菊花
表示，社区举办邻里节活动，不仅是为
了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搭
建居民之间的沟通平台，构建和谐邻
里关系，而且还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为社区营造团结奋进、文明
和谐、喜庆祥和的浓郁氛围。

（记者 孙晨飞）

我市开展
驾培价格专项整治

本报讯 针对涉及驾驶培训活动
中的价格举报投诉持续高位运行的状
况，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驾
驶培训行业健康发展，前天，市物价
局、市交通运输局召集市区27家驾驶
培训企业负责人开会，正式对驾驶培训
中的价格行为实施专项整治和规范。

据市价格举报中心主任李云坤介
绍，驾驶培训企业价格行为违法或者不
够规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收费
公示存在不足。二是培训课时“缩水”，
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三是退费困难或不
退费。四是向学员收取补考费用，但宣
传解释不够，造成学员误认为驾驶培训
企业额外收费或超标准收费。

市物价局将联合驾驶培训行业主
管部门市交通运输局采取多项措施对
驾驶培训收费进行规范管理，对活动
中的价格行为做进一步的整治规范：
一是改进和强化收费公示工作。二是
印发驾驶培训价格行为指南。三是签
订价格信用承诺书。四是开展一次价
格行为专项检查。五是对驾驶培训企
业评定价格信用等级。

价格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
费时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一是在交
费时要看交的费用与驾培企业公示的
费用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要弄清楚、问
明白，不要稀里糊涂交费。二是要索要
正规票据。三是要直接向驾驶培训企
业财务交费，不要经教练员等人员转
手，经其他人员转手的也要取得正规
票据。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佘殿福）

四院开展技术培训
筛查儿童语言障碍

本报讯 语言障碍和语音障碍是
儿童期常见的发育障碍。近日，市四
院开设儿童保健适宜技术培训班，向
基层医护人员推广儿童保健新技术，
推广儿童语言发育筛查。

市四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金龙涛介
绍，儿童语言发育异常有很多表现，如
对他人说的话不解其意；能够理解手
势或姿势的含义，但迟迟开不了口，不
会表达；还有的儿童说话虽然流利，但
词不达意，难以交流。除了语言缺陷
外，情绪上易发脾气、急躁，行为问题
也比较多见，如注意力分散、冲动、攻
击性和自我伤害行为。

“语言筛查所需工具简单，耗时较
少。”金龙涛表示，研究发现，语言障碍
儿童的干预关键期在 3岁前，有效的
干预能显著改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因此，在基层儿童保健门诊中推广语
言筛查有利于语言障碍儿童的早期发
现与干预。 （王露 钱菁璐）

90吨、上千摄氏度的铜合
金水，在十多名工人的协同操
作下，缓缓地从两侧浆包倒入
中间宽幅9米的螺旋桨模具，瞬
间周围升腾起滚滚热浪 （见上
图 顾宗侠 摄）。9日上午10
点，新区企业，镇江同舟螺旋
桨有限公司的铸造车间里一派
火热的生产场景。

“两包浇铸，对于时间和材
料温度都有很高的技术要求。”
企业铸造工程师袁建军介绍，
同舟公司是目前国内少数几家
掌握这样大规格产品两包浇铸
工艺的企业之一。经过十多天
的冷却，浇铸的产品将形成直
径9米大桨毛坯。进入下一道工
序后，桨叶弯角弧度的细节处
理影响着产品性能，是技术难
点，需要工程师进行完美把控。

“由于人员紧缺，许多产品
只完成了浇铸成型的工序，未
能及时进入后道工序。”公司研
发部经理徐高峰带记者观看了
那些一排排地摆放在生产车间
来不及加工的毛坯螺旋桨。在
传统生产技法不断精良的背
后，企业正经受着行业转型的
阵痛。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
螺旋桨制造商，同舟公司是中
国高速传动设备集团高端装备
制造业务中的核心板块，专业
制造各型船用螺旋桨，产品制
造能力、质量控制处于行业前
列。去年，公司市场销售额位
居国内行业第二。近年来，船
舶市场不断向好，企业螺旋桨
订单逐年递增，今年预订生产
量3000吨，销售额可达1.5亿
元。在一路向好市场前景中，
企业生产却遭遇了无人可用的
尴尬。

“要想增强生产能力，提升
企业发展品质，‘智造’转型升

级路势在必行。”徐高峰介绍。
多年来，船舶装配行业生产中
采取的大多是传统手工操作。
打磨工序中强噪声等的恶劣生
产环境以及各个工序均需要较
长的专业技术学习周期，使得
车间操作工在近年来不再受年
轻人青睐，行业从业人员出现
了年龄断层。目前，同舟公司
有180名职工，年龄大多在40岁
以上。

为此，企业积极对接华中
科技大学等高校搭建产学研平
台，不断进行机械化、智能化
生产探索，以破解用工难题。
目前，一款今年初投入使用的
大型螺旋桨叶片参数激光智能
检测装置，以智能化的测量方
式取代传统手工模式，成为行
业“智造”的首创。

“设备能将产品设计参数与
毛坯进行完美的覆盖，两三个
小时就可完成一个直径9米大桨
的精准测量和检测，并同步形
成电子报表。”参访当天，研发
团队成员赵敏，正操作着这组
激光智能检测装置。他开心地
介绍，同规格的产品，用传统
测量方式，需要两三名专业技
术人员协作两三天才能完成，
且要再花时间去做报表。智能
化的测量方式，大大缩短了操
作时间，较小的参数误差让产
品品质更加稳定，为公司带来
了一批意向订单。

车间的另一处，一个橙色
的机器人正在接受技术人员的
检测（见下图 张燕 摄）。这是
同舟公司累计投入900万元，进
行智能生产装备研发的另一款
技术成果，船用螺旋桨叶片机
器人。它可以在40个小时内，
完成传统工艺下2名熟练工人10
天才能完成的小型螺旋桨铣削
工作。据悉，机器人中的铣削

系统，还突破了传统加工工艺
中的一些技术瓶颈，创立了新
原理、新方法和新工艺。同
时，这套智能装备还将因较低
的操作门槛及带来的更加安全
健康的操作环境，大幅降低了
企业的用工门槛。

由传统手工操作转向智能
精密制造是船舶装配行业的转

型升级方向，在这一进程中，
同舟公司坚持“智造”装备与
传统高精尖技术叠加研发。据
悉，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到五年
内，总投资5000万元致力于船
用螺旋桨智能化制造，进一步
深耕技术、创新设备和工艺探
索，力争成为国际一流的螺旋
桨智能制造典范。

首创激光智能测量

同舟螺旋桨:“智造”开启转型升级路
冯 阳 张 燕 路晓明 顾宗侠

新区开展
防震减灾疏散演练

本报讯 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
到来之际，日前，新区城乡建设局人防
地震科开展了防震减灾疏散演练活
动，提高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演练现场，警报声响起时，银山小
学各班老师迅速指导学生抱头下蹲、
紧靠课桌，进行室内避震。在警报声
解除后，全校师生 900多人在一分钟
内，迅速有秩序的撤离到指定“安全地
带”。随后，专业救援人员向师生们讲
解了自救和医护常识。新区银山小学
五年级学生于馨冉说，通过演练和防
灾减灾知识讲解，她学到了一些求生
技能，知道在遇到地震的时候，如果是
在建筑物内，要迅速蹲下来，用手护住
头部，或躲在一些桌子凳子等有防护
物的地方，形成一个安全的三角区。

人防地震科科长钱非告诉记者，
目前，新区已在大港建设人民公园、银
山公园中心避难场所，丁卯沃德公园
建设固定避难场所。近年来，新区城
乡建设局坚持深入社区学校医院进行
防灾减灾宣传工作，市民的防灾减灾
意识和紧急应变能力有了普遍提升。

（柳加加 张海峰）

丁卯人社中心上门服务
助力企业破解用工难题

本报讯 为有效帮助企业解决用
工和招工需求，近日，丁卯街道人社中
心带着政策和“走进企业、服务企业”
的理念，深入企业进行实地走访摸排，
为企业排忧解难。

此次，丁卯街道提供了六方面政
策性服务，即将规模企业全部纳入用
工监测范围，有针对性地组织系列招
聘活动，推动更多高校毕业生到辖区
企业就业；组织企业职工参加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企业职工考核合格后获
得技能等级证书，并按规定享受技能
提升补贴。同时，主动提供参保、社保转
移接续、养老保障、医保报销、异地就
医、工伤保险等各类政策咨询和服务；
指导辖区企业规范劳动用工行为和劳
动用工管理制度，达到劳动合同签订
率100%、工资按月足额支付100%。

此外，丁卯支持企业积极申报享
受《镇江新区优化人才生活配套服务
四项措施》优惠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
单位和个人积极参加“宜地工匠”评选
活动，以区级竞赛为抓手，掀起新一轮
技能比拼热潮。

据悉，在此轮企业走访中，工作人
员已经先后走进金斯瑞、峰谷源、稳润
光电、恩坦华等多家企业，深入了解了
企业生产经营、科学技术创新、用工招
工、员工薪酬待遇等方面的情况，详细
听取了企业对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和
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建立大学科技
园管办企业电子数据库和有针对性地
破解企业难题收集了第一手资料。

（马黎忠 冯阳）

姚桥启动农村集体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本报讯 近日，姚桥镇成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启动了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
革工作。

该镇组织党政领导、相关职能部
门和各村党总支书记，开展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征求意见讨论会，就改革实
施意见、改革工作流程进行集中学
习。镇党委政府严抓落实，推动对农
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在各村
展开。其中，兴隆村成立了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推选新
一届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制订产权制
度改革工作计划，并确定股改基准
日。目前，兴隆村在全区率先完成集
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在此基础
上，姚桥镇正进一步推进姚镇、大东、
迎北、石桥、庄基、茂华六个村的改革
工作。 （徐秀丽 张慧武）

花香祝福
献爱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