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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两天气温陡升，
炎炎夏日就要到来。还记得本
报 1月 15日 4版“心语心愿”栏
目刊登的《蜗居里“冬冷夏闷”，

“三无”老人渴望有台小空调》的
报道吗？“三无”老人韩志诚渴望
一台空调的心愿牵动了不少读
者的心。昨天，本报记者带着

《镇江日报》党员自发捐款成立
的“心语心愿爱心基金”，和镇江
文广集团民生频道“小梁帮你
忙”栏目的工作人员一道，来到
新世纪商厦，为韩老采购他心仪
已久的空调。

韩志诚今年 81 岁，家住同
德里 38号一楼，多年来他一直
有一个心愿：给自己只有 22平
方米的蜗居安一台空调。他介
绍，因为家在一楼，夹在楼房中

间，家里整年都晒不到太阳，梅
雨季节时家里到处都是霉味，衣
服被子全都会发霉。“家里冬天
潮湿阴冷，夏天又闷又热，住着
很糟心。”酷热的夏天就要到来，
韩老的心愿一直没有完成。前
不久，记者在社区采访时，社区
工作人员又委婉地向记者透露，
韩老的毕生积蓄有 2000 元左
右，他准备用这个“养老钱”去买
一台空调。“可老人毕竟上了岁
数，生病是常有的事，一旦将所
有的积蓄花完，看病都成问题
了。”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
康乃馨惠民服务中心负责人杨
海丽说。

本报自推出“心语心愿”栏
目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社
会弱势群体各种各样的微心愿

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牵动着广
大市民和读者的心。去年 12
月，在集团总编室倡议下，日报
全体党员慷慨解囊，成立“心语
心愿爱心基金”。这笔“爱心基
金”将在今后去帮助有需要的弱
势群体，实现他们的“微心愿”。
同样，在得知韩老的境况和心愿
后，民生频道“小梁帮你忙”栏目
也联系本报，表示想要两家媒体
一起爱心联动，共同为老人完成
这个多年的心愿。

昨天，记者一行来到新世纪

商厦，帮老人选购空调。商厦相
关负责人在得知是在为“三无”
老人采购爱心空调后当即表示：

“我们把价格让到最低，不赚一
分钱，按照进价给你们！”最后，
记者一行为韩老选购了格力的
1.5匹挂机一台，价格为 2500多
元，本报“心语心愿爱心基金”和

“小梁帮你忙”各承担 1000元，
剩余的部分，韩老将自掏腰包。
商厦工作人员表示，即日将安排
工作人员上门送货、安装。

（胡冰心 孙晨飞）

酷暑到来前，爱心媒体联动

“三无”老人终圆空调梦

日前，润州区
和平路街道妇联
组织辖区 50 多
名育龄女性开展
为期3天的育婴
知识培训，提高
了大家的科学育
儿知识。
文雯 摄影报道

育婴知识培训

京口启动物业服务
收费规范年活动

本报讯 日前，京口区物价局、
住建局联合主办的“物业服务收费行
为规范年”活动启动。

去年，京口区物价局受理物管收
费方面的投诉达121件，占全年价格
举报受理总数的 68.4%。今年以来，
相关的投诉也已有 64件，占受理总
数的58%。

启动仪式后，主办方组织参会物
业服务企业负责人开展了价格法律法
规政策培训，签订《京口区物业服务
收费信用承诺书》，并对 6 个街道

“京口区物价局 12358 价格监督站”
授牌。

（谭艺婷 孙逸飞 陈俊文 俞晨）

房屋抗震安全宣传
本报讯 “我原准备把客厅与阳

台之间的墙体敲掉，好让客厅更通风
更亮堂些。刚刚听了专家介绍，才知
道这样做，降低了墙体承载力和抗震
性能，带来了安全隐患。”昨天，准
备装修新房的市民李先生咨询后说
道。当天，市抗震和安全鉴定办在梦
溪广场开展了以“加强抗震防灾意
识，减轻身边灾害风险”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

活动现场，抗震办紧紧围绕宣传
主题，摆放了大量图文并茂的展牌、
印制了内容丰富的宣传材料，发布了
装修错误拆改案例，并接受市民关于
房屋抗震安全、房屋装修安全等方面
的咨询，受到了众多市民的关注。

（方良龙 张一薇）

上下游施工单位结盟
打造“水清路畅”品牌

本报讯 日前，来自镇江自来水
公司给排水工程公司党支部与市市政
设施管理处第一党支部的 45名身着
蓝马甲的党员志愿者，集结在党建联
盟大旗下，启动全方位结对共建活
动，共同打造“水清路畅”党建品
牌。

据介绍，“水清路畅”既指供给
千家万户的水清澈透亮，又是承诺对
广大百姓的供水畅通和城市道路的顺
畅通达，更体现双方党支部的党员干
部清正廉洁的要求和准则。此前在接
到各类维、抢修任务后，给排水工程
公司安排维修人员破路维修，确保第
一时间排除供水隐患，恢复供水畅
通，随后，立刻通知市政设施管理处
进行路面恢复，经过多年的磨合，双
方已实现了无缝衔接。此次结成党建
联盟，双方将在今后的协同工作中体
现出更高的默契和成效，更好地为全
市人民提供服务和保障。今年双方还
将联合开展实践教育、业务共研互
学、合办“道德讲堂”、志愿者服
务、为一线人员送清凉、进社区慰问
困难党员等活动。 （方良龙 张子杰）

2000辆公共自行车
服役期满集中“体检”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城管局公
共停车管理处了解到，我市公共自行
车服务系统于2013年、2014年分别建
成一、二期项目，共投放公共自行车
5445辆，其中一期投放的2000辆公共
自行车“服役期满”，目前正在全面集
中“体检”。

记者了解到，自我市2013年上线
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后，目前公共自
行车的骑行用户已达23万余人，累计
骑行量2361万余次，高峰期时周转率
超过6次/辆/日，正常的骑行频率也达
到4次/辆/日。公共自行车的到来，极
大方便了市民的绿色出行。目前公共
自行车一期服务外包已于4月30日到
期，其中到期的也包括市民骑行保
险。为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市城管局
公共停车管理处要求常州永安公司于
5月 17日之前将一期“服役”的 2000
辆自行车集中搬离存放于跑马山临时
停车场暂停使用。下一步，将由市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车辆安全性能
进行全面“体检”，一期安装的80个停
车站点正常使用，以方便市民出行。

（胡冰心 吴玥）

“要想富，先修路。”简单易懂一
句话深刻阐明了一个发展理念：只
有交通状况得到改善，地区的资源
优势才能迅速转化成经济优势。近
五年来，中国铁路以每天16公里的
速度增长，已然成为输送经济血液
的主动脉。在镇江新区有这样一家
公司，他们的产品在桥梁轨道建设
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无论在国内
还是海外，无论在平原还是山地，即
使面对恶劣环境、复杂工况也能险
峰变坦途。

在新区万桥重机有限公司的工
厂里，总经理赵民军自豪地向记者
展示采用690兆帕高强度钢的机器
导梁。“用高强度钢制作大型导梁的
难点在于焊接时对温度的均匀把
控。”赵民军感慨万千，为攻克技术
难题，公司专门请来国家焊接协会
专家共同研究解决方案，在不断地
摸索与失败中，公司才成功将70多
米长焊缝的温差控制在 5 摄氏度
内，这一重大技术突破让机器的重
量在减少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依然

能吊起800吨的箱梁。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针对不

同施工地形万桥生产出各种系列的
架桥机。例如山区架桥就有别于平
原，架桥机一出隧道面对的就是悬
空地带，架桥机必须穿越隧道，在洞
口完成第一孔箱梁的建设。万桥研
发的山区多功能运价梁一体式架桥
机只需操作人员预先在隧道口将导
梁通过滚轮支腿移动到前方的桥墩
上进行固定，等到前半部分机身吊
着箱梁缓缓延伸到落梁位置，便能
抽走导梁、落放箱梁。在昌赣高铁
兴国段，这台长 72米高 9米的新区
大力神就是吊着重790吨的混凝土
箱梁驶向15公里外的施工现场，尽
管箱梁两侧距离隧道最难通过的地
方只有10毫米，但一名工作人员就
可完成全部操控。

架桥机虽然是庞然大物，却在
桥梁架设过程中展现了野蛮性能之
外的灵巧与高效，其中的奥秘是什
么？赵民军说，机器之所以能在狭
小空间里操作自如，得益于机器前

后左右安装的上百个传感器，这些
传感器由公司独立研发，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负责将转向、防撞、测
速等感应数据实时传送到监控屏幕
上，帮助操作人员根据数据便能判
断架桥机的运行情况，进行精准控
制。

从港珠澳大桥 900T 架桥设备
的顺利交付到正在制造的由马来西
亚订购的节段拼架桥设备，自
2011 年北京万桥兴业机械有限公
司投资设立镇江万桥重机以来，万
桥重机已经成为一家集轨道交通运
输施工机械、桥梁提运架设备、钢
结构生产、安装、改造、维修、施
工为一体并具备技术开发、技术设
计、加工制作及租赁服务能力的高
新技术企业。

来到新区的七年里，万桥重机
不断转型升级，加强技术投入和组
织管理，将北京公司的主要设备和
人员调配到新区，目前已形成了拥
有 1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4名高
级工程师、28名工程师、16名助

理工程师的技术团队，使公司在新
区具备了钢结构生产、机械加工和
装配、中小型设备的场内试验能
力，并能够独立开展对外加工和市
场开发。赵民军表示，随着新区产
业项目呈现火热发展态势，公司在

保持现有业务和市场增长的基础
上，将着力拓展周边业务，强化新
区生产研发基地的功能属性，充分
发挥创新机制，攻克技术难点，以
高标准严要求的生产设计水准，在
国际市场打响新区品牌。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举重若轻险峰变坦途

助力铁路建设，新区“大力神”大显神通
范 昀

范昀 摄

本报讯 丁岗镇加大整治力度，集
中开展防违拆违攻坚战，截至目前，共
拆违 6 处，面积 4855 平方米。今年以
来，丁岗镇保持拆控并重、高压推进拆
违防违之态势，严肃查处违法建设行
为，切实推进防控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
规范化、制度化和长效化，持续展开防
违拆违攻坚战。

成立联防联巡机制。对原6个行政
村范围及社区，明确违法建设防控责任
网格区域，制定日常巡查日报制度，村
级做到“一日两巡”，第一时间发现、制
止、取证、上报。镇级做到每日督
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同时由镇建
管所、国土所、拆违办设立信息互通

制度，建立联动查处机制，确保应对
迅速、处置有效。

同时加大拆违力度。对正在实施
的违建及时制止进行助拆。截至日前
共对辖区两处在建近百平方米的违建
集中进行拆除，有效遏制了违法建设新
增势头。

对存量违法建设也决不手软。今
年以来，该镇城管办严格规范执法程
序，对以往的乱搭乱建，深入现场查勘
取证。辖区内有一处存量违建工棚约
4000平方米，经过多次约谈、下发拆除
通知书等举措，日前施工单位自行将违
建工棚进行了拆除。

（翟天云）

“家庭教育公益行”
走进大路实验学校

本报讯 近日，由市妇联主办、大
路镇妇联承办的“家庭教育公益行”走
进大路实验学校。

来自市教育巡讲团的陈静老师，
以“懂孩子是好教育的起点”为主题，
通过具体事例深入地讲解了亲子沟通
中的三大障碍和五种化解方法，倾听
并解答了家长们在教育方面的困惑。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场所，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大路镇妇联
负责人希望未来能够搭建一个专家、
学校以及家长沟通交流的平台，帮助
全镇的学生家长接触到更科学、更合
理的教育方法。

（王健玲 王珺歌 童本宽）

酒驾违法行为
同期明显下降

本报讯 镇江新区交警大队近日
传出信息，今年以来，交警部门坚持常
态化酒驾查处工作不放松，一季度，查
处中发现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较去年
同期相比，分别下降8%和50%。

新区交警大队大队长王怒介绍，
交警对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实行“零容
忍”治理，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和重
点车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科学配置
警力，采取集中夜查与午间抽查相结
合，将酒驾整治覆盖全时段，全天候严
查严管，真正做到“逢疑必查、有违必
处”。目前，大队已组织开展集中检查
12次，节日期间突击检查5次。

在保持城区整治力度不减的同
时，警方加强城乡统筹，将酒驾整治向
农村地区延伸，全方位严查严管，确保
酒驾整治不留死角。同时，民警在查
处过程中加大现场宣传教育力度，做
好对过往及围观群众宣传提示工作。

酒驾违法行为明显下降，有力净
化了道路交通环境，保障了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下一部该交警大队还
将继续以高压严管的态势，开展常态
化查处酒驾行动，切实减少酒驾违法
行为和涉酒交通事故。 （赵竹生）

日前，镇城管办、丁岗中队对一村民违建进行助拆。 翟天云 摄

丁岗长效化管理严抓拆违防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