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餐一杯爱心奶 为“小饭桌”加餐
昨天，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党员为“爱心小饭桌”就餐的老人赠送牛奶。当日，润州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第三分局党支部联合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康乃馨党支部开展“每餐一杯爱心奶”为民项目联认活动，润
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联合辖区爱心企业将为小饭桌就餐的三无老人免费提供全年的午餐牛奶，为爱心
加餐。 文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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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共利益
需要，镇江市润
州区人民政府对

恒顺中山西路厂区及周边地块棚户区
改造项目（镇润政2018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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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证等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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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恒顺酱醋厂内
现 场 指 挥 部）联 系 人 ：王 先 生
13861392787、区征收中心 8705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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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1
2
3

调查编号
H2-33

H2-33-1
H1-039

房屋地址
北五省会馆35号
北五省会馆35号
北五省会馆126号

权利人
宋秀兰
宋秀祥

周正帮（故）

建筑面积m2

29.04
11.62
149.25

备注
H区域
H区域
H区域

恒顺中山西路厂区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
2018年10月31日

公 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调查
编号
L-35

K-31-2
K-32-2
K-63
L-28

K-04

K-09

K-13

K-35

K-35-1
K-42

房屋地址

金山太平圩四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四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姓名

朱红华
赵 云
王 蕾
杜金花
陈菊新

赵 君

刘贵祥

朱振兵
孟理月、孟苇
苇、孟洋洋

徐桂英
成广学

建筑
面积m2

97.2
46.27
106.12
78.84
440.96

31.39

327.92

303.26

213.34

100.5
30.24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调查
编号
K-05
K-46
H1-09
H1-16
H1-17

H2-12

H2-44

H2-45-1

H2-47

H2-54
H2-24-1

房屋地址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二组
金山村太平圩二组
金山村太平圩二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金山村太平圩三组

姓名

赵秀英
任宏润

李少华（故）
朱海平
朱海新

纪秀蓉、赵淑
琴、赵建强
陈 斌 、陈 汉
忠、赵云兰

陈 刚

卢以群

耿玉兰、厉明
贺志俊

建筑
面积m2

208.36
419.07
135.88
183.03
175.46

390.12

418.15

284.37

165.8

768.22
72.5

为加快推进我区棚户区（危旧
房）改造，决定对润州路东西两侧地
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润州路东太平

圩）（镇润政〔2018〕36 号）范围内集
体土地上的房屋实施搬迁，部分被
搬迁人主张房屋权利但无法提供产
权证或土地证。现将名单予以公
布，如对公布的拟被补偿对象及其
房屋存在异议，请异议人携带有效

证据到太平圩房屋搬迁现场办公室
进 行 登 记, 联 系 人 ：孙 女 士
18052889182 乐 先 生 13952878739
殷先生 18900629297，公告后如无异
议，将在7日后对该名单对象予以补
偿，望知情者相互转告。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公 告

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镇江
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
法》，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对润州
路东西两侧地块棚户区改造（润州路
东太平圩）范围内的房屋作出了《镇
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决定书》（镇润政〔2018〕82
号），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同时收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征收部门：镇江市润州
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镇江市
润州区房屋征收和拆迁安置中心。

三、房屋征收范围：东至太平路、
南至运粮河、西至润州路、北至长江路。

四、征收补偿方案：
（一）征收政策：《镇江市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镇政规
发〔2011〕6号)等。

（二）征收补偿方式：
经初步调查，拟征收范围内需征

收的房屋合法用途均为非住宅房屋，
对非住宅房屋一般实行货币补偿。

（三）签约期限：自征收决定公告
之日起4个月。

（四）有关补偿标准：

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包括被征收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

的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房屋附属物以及
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的补偿，具体由
该项目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2.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协商标准
（1）商业用房，每月按被征收房

屋价值评估金额（不含装修附属物等
费用）的0.5%计算。

（2）办公、生产、仓储等用房，每
月按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金额（不含
装修附属物等费用）的1%计算。

3.搬迁补偿
（1）办公及其他：10元/平方米·次；
（2）仓储：20元/平方米·次；
（3）商业营业：30元/平方米·次；
（4）工业生产：40元/平方米·次。
根据实际情况，最多可给予两次。
工业生产房屋涉及重型机械搬

迁的，可协商确定或由专业单位评估
确定搬迁补偿费。

4.移位费、初装（安装）费参考标准
（1）有线电话、宽带网络、三相

电、管道燃气、有线电视，移位费或初
装（安装）费按有关部门的规定及现

行价格标准办理；
（2）分体式空调移位费 300 元/

台，抽油烟机移位费 150元/台，燃气
热水器移位费300元/套，太阳能热水
器移位费500元/套（均含管线）。

（五）搬迁过渡方式：被征收人自
行过渡，房屋征收部门按规定给予停
产停业损失补偿。

（六）奖励办法：
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

议并按期搬迁交房的，每户奖励 1万
元，另按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
300元。奖励费总额不足 2万元的，

按2万元奖励。
被征收房屋以一个产权证为 1

户；面积为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含经认
定给予补偿安置的未经登记建筑）。

被征收人如对《镇江市润州区人民
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镇
润政〔2018〕82号）不服的，可以在公告
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镇江市人民政府
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公告之日起6
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29日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镇润政〔2018〕83号

开个玩笑，潘镇平和做菜的缘
分，是先结婚后恋爱：1957年，17岁
的潘镇平初中毕业。家里父母希望
他学个手艺，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嘛。
最后他被安排到宴春酒楼去当了一
名小徒工。

一开始上班，他内心是抗拒的。
刚去的几个月，接触不到核心技术，
就是打下手，磨刀、洗案板、洗盘子、
择菜……这样的活枯燥无味。一直
到7个月以后，开始学着做汤，他才
萌发了对做菜的兴趣。后厨那个时
候烧的是煤炉，又闷又热，被溅出的
油烫到是家常便饭，就在这样的环
境里，潘镇平走上了探求美味的
道路。

十几岁的小伙子，嘴甜人勤快，
因此人缘倍儿好。除了带他的师傅、
烹饪大师丰国庆精心教导，其他师

傅也乐意教他一两下散手。这个时
候，潘镇平已经真正从心里把厨艺
的提升当作事业来追求，很快，他的
掌勺水平就大大提高了。到1958年
学徒期满，已经有不少人喜欢吃他
做的菜。

工作两年后，刻苦钻研厨艺的
潘镇平便独立当厨，三年后便担任
厨房生产组长。为了钻研淮扬菜的
精髓，潘镇平每天路灯没熄就去上
班，晚上有线广播播音结束才回家。
潘镇平擅长烹制鱼虾蟹，他制作的

“三鱼两头”（刀鱼、鲥鱼、鮰鱼、拆烩
鲢子头、清炖和红烧狮子头）一直在
省内外同行中有较高的声誉。他配
菜花色多、调味一勺准和炒菜不用
味精的独特技能，让前辈们也刮目
相看。

一勺准的准头来自哪里？当然

来自成百上千次做菜经验的总结。
潘镇平说，做菜讲究个恰当的比例，
比如放酱油，做什么菜，放什么种类
的酱油，放多少，都是有讲究的。名
贵的江鲜，酱油一定要少，炒刀鱼
丝，只放一点点酱油，带一点牙黄色
就行；烧禽鸟类，酱油要多一点，但
也不能太多；红烧肉嘛，酱油一定要
多放，才能烧出浓油赤酱的效果。

潘镇平最出名的菜应该是白炒
刀鱼丝。刀鱼，肉质鲜美细嫩，鱼刺
极多。怎么弄成刀鱼丝？潘镇平用刀
剔出刀鱼的细刺，取净肉剁碎加调
料搅成糊，放进做蛋糕挤奶油的裱
花袋里，将鱼肉一条条挤进油锅，低
油温养熟了再炒制。用这个方法，潘
镇平又研制出白炒虾丝、翡翠鸡丝
等大受顾客好评的创新淮扬菜。

潘镇平成为镇江脱颖而出的厨
艺新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979年他被抽调出来办厨师培训
班。那时候改革开放才开始，百业待
兴，厨师人才紧缺。此后他又调到同
兴楼，1983年被上级主管部门派往
镇江市对外窗口深圳特区香江酒楼
任厨房主管，并任振兴宾馆技术顾
问，他推出的镇江菜肴在穗、港、深
等地颇有影响。他还多次被邀请到
上海、苏州、成都、杭州、福州等地的
酒店、宾馆挂牌献艺，所到之处，都

“炒”得红红火火。他多次为国家领
导人和高级外宾当主厨；多次主理

全国全军大型宴会菜肴；多次带队
指导参加全国、全省各类烹饪大赛
并屡获殊荣……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
代，他只认一个死理儿：开饭店，技
术最重要，菜的口味是王道。技术
好，拿得出味道过硬的菜，顾客围着
你转，反过来顾客就不买你的账。基
于这个理儿，他时刻不忘淮扬菜的
改良与创新。

“镇江三怪”之一的肴肉，潘镇
平也动过改良的心思。制作肴肉要
用硝，但是现在人注重健康，很多人
因此不肯吃肴肉了。在腌制肴肉时，
潘镇平就控制住了硝的用量，腌制
时硝的用量是国家要求的制成品标
准，同时多放盐，这样煮制前泡的时
间就长，又流失一部分硝，煮的时候
少用老卤，加入用骨头、鸡汤和肉熬
制的新汤，又流失一部分硝，同时味
道更鲜美，这个改良版“健康肴肉”
成品的硝含量微乎其微，一出来就
大受好评。

“掌勺六十年，食客万万千”。潘
镇平见过了数不清的食客，也留下
了不少印象深刻的记忆：1960年左
右，陆小波是他的常客，他最喜爱
吃拆烩鲢鱼头、八宝鸭，还有百花
酒焖肉，是位真正的“吃货”；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一大
批老干部平反，当时全国的商业局
长会议在镇江召开，聚餐时要求吃

几个镇江名菜，其中有糖醋鳜鱼。
老同志们牙口不好，不能做得那么
硬脆。于是潘镇平改进挂糊，减少
水和淀粉的比例，加入蛋黄和面
粉，把糊变薄，并在鱼身上增加花
刀。硬脆糊变成酥脆糊后，外酥里
嫩，老同志们吃得特别开心……

已过古稀之年的潘镇平，从事
烹饪工作已满60年。现在潘镇平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淮扬菜的传承与
发扬光大上。除了亲传的22名弟子，
有机会他就会给后辈厨师传授经
验，2017年镇江市餐饮服务行业协
会和烹饪协会主办的“镇江烹饪大
师工作室精品传统菜研习班”，潘镇
平向镇江各饭店来的厨师传授了20
道传统淮扬菜。

这些年，潘镇平一直致力于编
写菜谱。最近，他的新书《锦绣江南
四季佳肴》正在筹备中，即将与读者
见面。

聆听风云人物故事聆听风云人物故事年年4040

扫今日镇江二维码看更多故事
或见图书《四十年四十人》

潘镇平：“炒菜冠军”的百味人生
花 蕾

人物小档案：潘镇平，从宴春酒楼的一名小徒工，走向探求
美味的道路，他敢于创新菜肴厨艺，多次带队指导参加全国、全
省各类烹饪大赛并屡获殊荣，为江苏赢得了荣誉，媒体称之为

“炒菜状元”。2002年获得中国烹饪协会授予的“中国烹饪大师”
称号，2017年首批入选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获“中国烹饪大师
名人堂尊师”称号。

起早贪黑卖菜苦
拾金不昧助人乐

本报讯 即便每日起早贪黑卖菜
一天只能挣到几十块钱，但丹徒新城
瑞泰菜场卖菜的朱阿姨在捡到装有
1700余元现金的钱包后，依旧选择主
动联系派出所民警，要求将钱包归还
失主。

前天，家住丹徒新城的徐女士来
到瑞泰菜场买菜，早晨的菜场人山人
海，让一手拿包一手挑菜的徐女士感
到些许不便，于是索性将钱包顺手放
在卖菜的朱阿姨摊位上。买好了菜，徐
女士又急忙拎着菜赶回家做饭，钱包
就这么被遗忘在摊位上。数分钟后，摆
摊卖菜的朱阿姨在整理蔬菜时，突然
发现自己摊位上多了一个白色钱包。

打开钱包，朱阿姨傻了眼，里面有
不少现金还有一张身份证及银行卡。
考虑到失主有可能返回寻找，朱阿姨
也不敢走远，就在原地等待。直到天色
变暗，菜市场内人群散去也不见失主，
朱阿姨只好收了摊子，将钱包一起带
回了家并拨打了派出所报警电话。

经民警清点，钱包内有现金1700
元、1张银行卡、1张身份证。为了能尽
快找到失主，值班民警立即按照身份
证上的信息查到徐女士联系电话，民
警确认后将钱包归还本人。

据徐女士回忆，她是直到回家后
才发现钱包不见的，当即慌了神，沿着
原路找了好几遍都没找到。得知钱包
已找到时，徐女士激动不已，并表示要
当面酬谢好心人，朱阿姨婉言谢绝。

(景泊 吴帅 马媛)

践行核心价值观

全民共建文明城

“在我们国家，女孩子小时
候性教育缺失，不懂得保护自
己。到了中老年，很多女性的精
力都聚集在家庭上，唯独对自
己缺少关爱。”这是市四院妇科
主任李卫在妇科临床一线工作
27年的最大感受。作为一名妇
科医生，她希望通过这份职业，
不断向各年龄层的女性宣传健
康意识，让更多女性学会关爱
自己。

两年前，由于宫颈机能不
全，患者小刘在怀孕 24周后痛
失了宝宝。当时的医生告诉小
刘，她的问题是宫颈机能不全。
宫颈机能不全的女性怀孕后，
随着孕周增大，松弛的宫颈内
口难以承受胎儿逐渐增加的重
量，会悄然扩张，导致流产，在
此过程中孕妇几乎没有疼痛
感，因此又称为无痛性流产。

在病友的介绍下，小刘来
到市四院妇科找到了李卫。结
合检查结果和既往病史，李卫
认为腹腔镜下宫颈环扎术是避
免小刘再次流产的最有效方
法。此前我市还未独立开展过
该手术，但是凭借扎实的专业
基础、丰富的手术治疗经验，以
及高超的腔镜操作水平，李卫
仅用 4个直径不到 1厘米的小
孔，就为小刘收紧了宫颈口，手
术一切顺利。去年 12月，小刘

成功怀孕，今年9月，她顺利诞
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这一手术的成功让我市患
者足不出市就可以接受手术，
为宫颈松弛导致反复流产的女
性患者带来了做妈妈的希望。

在医院内，李卫每天的时
间都被一台台手术排满了，她
几乎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有
时手术结束迟了，依然有患者
在她的办公室外等待咨询，她
耐心地与患者沟通完了再结束
一天的工作。

“有些老年女性有漏尿的
问题，咳嗽或者大笑时都会漏
尿，她觉得大家都这样，就忍着
不治疗，给自己的生活、社交带
来很大的危害。”李卫在临床发
现，我国很多中老年女性患有
盆底功能障碍疾病，这类疾病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漏尿”，会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从关爱老年女性角度出
发，李卫率先在市四院内开展
了多种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
手术治疗，并建立了首家妇科
盆底功能障碍疾病康复中心，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关爱女性知
识讲座。

李卫认为，女性都应该有
自我关爱意识，不管年纪多大，
有了性生活的女性一定要坚持
体检。（凌青霞 钱菁璐 王露）

市四院妇科主任李卫：

女性要懂得关爱自己

北固菊花精品展
为期一个月

本报讯 秋风送爽，金菊争艳。2018
“甘露流芳”菊花精品展昨天在人们的
翘首企盼中拉开帷幕，百余种近千株婀
娜多姿的菊花在北固山上绚丽绽放。此
次菊花精品展展期至11月30日。

此次菊展共设室内和室外两个展
区，室内布展精品菊百余盆，二乔、绿
安娜、玉龙闹海等菊中珍品悉数登场，
黄石公、秋洁晚红、关东大侠等十余种
名品更是首次亮相。展厅内各色菊花
喷芳吐艳、摇曳多姿，或飘然欲仙，或
孔雀开屏，或白玉托圆月，尽展菊花的
独特魅力。室外以大型盆景菊为主，辅
以多头菊、满天星，组成色彩艳丽的花
海景观，一团团、一簇簇，如云似霞、美
不胜收。 （司马珂）

扬中西来桥舞龙队
受邀赴韩交流演出

本报讯 受韩国“马韩庆典”推进
委员会邀请，日前，扬中西来桥舞龙
队走出国门、亮相第四届“马韩节”
庆典。作为全国唯一受邀民间团体，
赴韩国演出更是为扬中西来桥的传
统文化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韩节”是韩国为了纪念本国
与中国、日本等国家进行海上交流的
历史而举办的传统民俗活动，是一场
集海神祭祀、美食、游乐、中外民俗表
演等活动于一体的韩国大型庆典。

开幕式上，西来桥舞龙队惊艳出
场，忽而摇头摆尾，忽而俯仰翻滚，在
速度快、灵活、动作多的基本技法上，
还添加了中国武术、舞蹈等元素，精
湛的舞龙表演让韩国民众如痴如醉，
赢得一片欢呼和赞扬。

西来桥舞龙队自 2015年成立以
来成绩斐然，近3年，参加大大小小演
出活动 30余场。先后在北京、江苏、
天津等地演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
迎。 （小北 赵君峰 徐心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