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常德龙 陈永美）昨天，
2018 年历时 40 天的春运落下帷
幕。春运期间，市交警大队强化春
运各项安全管理措施的落实，共出
动警力4420多人次，出动警车820
多台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1911 起（含非现场执法），侦破交
通肇事逃逸案4起，抓获网上逃犯4
名，为民排忧解难做好事 110 余
件。全市交通事故同比全面下降，

未发生一起一次死亡2人以上的重
特大交通事故。

春运以来，该大队强化交通安全
法制宣传，围绕“平安春运，交警同
行”主题，向省、盐城和市公安机关上
报各类宣传简报和信息160条，被上
级采用55条；在东台日报、东台人民
广播电台和东台电视台开辟专栏，进
行专题报道，先后在各类新闻媒体用
稿40篇。在全市国、省道沿线和市

区悬挂春运宣传标语180条。陈设
交通安全宣传图板60块，印制4万
份《致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一封信》分
发给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寒假前和
开学初，组织民警分别深入到全市
50多所中小学校进行了一次交通安
全教育。各基层中队始终保持严管
严治的高压态势，局领导和大队领导
靠前指挥，挂钩包片，督查指导，全面
启动卡口功能，富安、唐洋、溱东、五

烈等市际卡口点以及春运增设的安
全检查点，全天候严密监视客运车
辆动态，及时查处不安全隐患，基层
中队坚持每天出动20多辆巡逻车，
在国省道东台段全天候进行监控纠
违，切实做到事故隐患不消除，车辆
不过岗。通过强化管理，确保了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治安秩序稳定。

市交警大队圆满完成2018年春运交通安全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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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燕妮 何建华 徐良观

一提起南沈灶镇包
灶居委会七组 62 岁的刘
学珠,当地的群众无不啧
啧称赞，夸她是一位勤俭
持家、任劳任怨，三十年精
心侍奉婶娘如亲娘的好侄
女。面对乡邻的赞誉，刘
学珠却显得很平淡。她嘴
边常挂一句话：“二婶孤
苦伶仃的，需要人照顾，
我 就 应 该 把 婶 娘 当 亲
娘。”

二婶叫薛凤莲，是刘
学珠的娘家婶婶，年轻的
时候，二叔一家东迁去了
当时的新东乡，几年后，
二叔因积劳成疾，撒手人
寰，28岁的婶娘年纪轻轻
的就守了寡。后经人介
绍，嫁给了安丰商业公司
的职工李某。所有人都
认为二婶从此过上安稳、
幸福的生活了，没曾想，
22 年后，二婶再遭婚变，
李某被侄子接走，留下年
过半百的二婶独居安丰
小街。二婶没有工作，没
有子女，无依无靠，生活
甚是艰难。

善良的刘学珠知道
后，毅然把二婶接回了安
丰镇丰新村老家。可是，
老宅基早已被征用建了
厂房，而拆迁补偿款只够
建两间小平房，刘学珠就
拿出自己的补偿款，帮二
婶建起了三间瓦房。这
座小房子，既是二婶的安
身立命之所，也成了刘学
珠又一个“娘家”。

从此，刘学珠隔三差
五地送米送面、送油送柴
草接济二婶，中秋和春节
像 女 儿 一 样 给 老 人 送
礼。还经常打电话给邻
居拜托他们关照二婶。
二婶有胃病，经常吃药，
刘学珠从家里拿出钱来
贴补婶娘。二婶近 30 年
的光阴就在刘学珠持久
的关怀中流逝。

转眼间，二婶到了耄
耋之年，村里动员她去镇
敬老院生活，二婶死活都
不依，她固执地说：“我只
要珠小，除了她家，我哪
儿也不去。”村干部把老
人 的 心 思 转 告 了 刘 学

珠。刘学珠跟丈夫丁桂
怀商量后，全家都同意把
老人接回家服侍。

2016 年 1 月老人来
到刘学珠家生活。考虑
到楼下是门面房，干扰
大，灰尘多，他们就把老
人安排在楼上最好的房
间，一日三餐端到跟前，
从不要老人下楼。老人
胃不好，刘学珠家煮饭都
是一半硬一半烂，或是单
独做面条、包饺子给她
吃，有时活计忙，来不及
做饭，刘学珠便从厂里带
回饭菜，厂里饭嫌硬，她
总是加水重蒸后给二婶
吃。夏天帮老人洗澡洗
衣服，冬天为老人添衣盖
被，点滴关爱暖在心头。
去年春天，二婶老胃病发
作 ，吃 不 下 饭 ，睡 不 好
觉。刘学珠一家连忙把
她送到安丰镇卫生院治
疗，端茶倒水、24 小时陪
护，直至病情好转才接回
家。6 月份老人又发病，
赶紧送老人去中医院住
了 10 天才见好转，合作
医疗不能报销的部分全
由刘学珠的丈夫丁桂怀
买单了。住院期间，同病
房的人都夸老太有个孝
顺的女儿，每每这时老人
也不解释，总是乐呵呵地
说自己有福气!刘学珠的
一对儿女也对这位外婆
十分孝敬，经常为老人买
衣服和营养品。

2017 年 11 月 7 日下
午，陪丈夫做完腿部手术
刚刚回到家中的刘学珠，
听帮忙照顾的亲家母说
老太太头发根都在冒汗，
连忙上前询问。此时，老
人已不能说话。刘学珠
连忙让儿子把老人抱上
汽车送往市人民医院抢
救。最终因老人年纪过
大 ，回 天 无 力 ，享 年 83
岁。临终，老人紧紧攥着
刘学珠的手，安详地闭上
了双眼。

三十年的守望相助，
两年的贴心陪伴，不是亲
娘胜似亲娘的照料，这就
是南沈灶镇包灶居委会7
组村民刘学珠对婶娘薛
凤莲最长情的告白。

三十载侍奉婶娘
似亲娘

3 月 8 日，由市妇联牵头，市阳光志愿者服务中心 10 多名志愿者参与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法治宣
传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共发放《盐城市十大维护妇女权益典型家事案例》《生活法律百事通》《反家庭暴力法》
等5类宣传资料2000 多份，现场以案说法近百人次。 记者 陈美林 摄

见习记者 孔越 班雪凡

3 月 9日上午 10时许，纬二路台
城华府小区南门口，麻辣捞烫店店主
王女士正在向一位中年男士表达谢
意。原来，正是这位名叫高茂林的男
士，在前几日王女士家麻辣捞烫店失
火时，舍身赴险，及时控制了火情。

高茂林是消防部队的一名退伍老
兵，现就职于市公路站。3月3日清晨
4点多钟，正准备起床晨练时，高茂林
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喊“失火了”。他顾
不上穿好衣服便飞奔下楼，发现起火
点在小区南侧的麻辣捞烫店，火势还
在逐渐扩大之中。二话不说，高茂林
飞奔到小区物业处拿来两个干粉灭火
器，用砖块大力砸开紧锁的店门。此
刻，店内黑烟滚滚，他拎起灭火器就冲
进了火场。之后，又从小区内消防栓
上接上水带，从北侧窗下全力施救。
消防中队也随后赶赴现场，对火灾现
场进行及时救险。在高茂林和消防员
的共同努力之下，大火得以全部扑灭。

事后调查发现，起火的麻辣捞烫
店内还有6罐装满液化气的钢瓶，如
果不是高茂林在灭火最佳时间内的
有效扑救，后果不堪设想。值得庆
幸的是，凌晨４点的麻辣捞烫店还
未开始营业，店内无人留守过夜，没
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谈起救火这件事情，高茂林十分
淡然，他说，当时只顾着去救火了，其
他也没多想，自己曾多年从事消防工
作，知道火灾的危险性，还好火势控制
住了，没有影响到楼上的住户们。高
茂林的同事介绍，这位退伍老兵一直
热心助人，曾在部队荣立抗洪救灾

“三等功”，退伍后多次参与救火，每
年坚持献血，是全国无偿献血金奖获
得者。

退伍老兵挺身救火
店主当面感谢义举

记者 唐雅

眼下，天气回暖，各处都是
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各类
花卉苗木销售也开始走俏，花卉
市场迎来小高潮。

3 月 11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
于向阳桥的花卉市场。一步入店
内，紫色的薰衣草、红色的月季
花、粉色的杜鹃花……各类鲜花
争相斗艳，在绿色植物的掩映下
更加娇艳欲滴，令人移不开眼。
三三两两的顾客有的驻足在一盆

盆小型盆栽前挑花了眼，有的则
流连于大型绿植前。

一家花卉店的老板介绍，近
来天气回暖，买花卉的人逐渐增
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
求，早在一个多月前就从各地购
置了各种不同的花木。“不同的人
群对花卉的偏好也各不相同。年
轻人喜欢买造型各异的多肉类植
物；做生意的人喜欢买一些四季
常青、象征好兆头的花木；而花
草行家们则尽挑精美的大型盆
栽进行购置。”该老板还告诉记

者，除了盆栽花卉，花盆、花种、
花肥等养花相关产品也很畅销。

“之前买的一些花卉都因为
天冷冻坏了。总算盼到春天来
了，赶紧来买一些花卉和绿植放
在办公桌上，既可以防辐射，又
可以缓解压力、舒缓心情。”在住
建局工作的张女士告诉记者。而
今年 68 岁的“老行家”王爷爷则
是来为他的孙子采购绿植的，

“孙子开了一家小饭店，开春了，
也给他店里增添一些不一样的色
彩，希望生意能越来越好。”

花卉市场迎来销售小高潮

划船、赏花、放风筝……3 月 11 日下午，
天气晴好且恰逢周末，不少市民在人民公园
游玩，尽享春日休闲乐趣。

见习记者 刘进涛 摄

天气晴好天气晴好 市民乐享春光市民乐享春光

本报讯（董焦）当前，已进入春
耕备耕生产时节，乡村公路农用车、
农耕机、客货车人货混载等违法现象
增多，给春耕生产带来严重安全隐
患。为切实加大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防
控力度，确保广大农村群众出行安全，
市交警大队采取得力措施，全力保障
春耕备耕时节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该大队联合交通、安监等部门，

对春耕生产期间交通流量较大、易
发生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的县
乡公路、乡村便道交通安全隐患进
行拉网式排查，并专门抽调力量开
展路面联合巡逻，确保各类隐患及
时发现和消除。各中队与派出所
联合，深入乡镇，与农用车、载货汽
车、三轮摩托车等重点车辆车主及
驾驶人进行谈话，掌握车辆运行情

况，检查车辆安全状况，并与车主
或驾驶人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坚
决杜绝“病”车上路行驶，及时从源
头上消除事故隐患。大队还根据
春耕时节农民出行方式和时段特
点，强化与安监、农机、交通等部门
联勤联动机制落实，科学合理安排
警力，将早晨、中午和傍晚作为重
点时段，采取错时巡防工作法，加

强县乡道路主要路口巡逻，突出农
村客运车辆、微型面包车、低速载
货汽车、拖拉机、农耕机及三轮摩
托车等车辆检查，严查无证驾驶、
客车超员、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
违法载人、无牌无证车辆上路行驶、
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净
化农村道路交通行车秩序，为春耕生
产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市交警大队多措并举确保春耕备耕道路交通安全

本报讯（焦谨）当前，
进入事故多发时期，为确
保辖区道路交通形势平
稳，市交警大队从严部署、
创新思路、优化措施、严密
实施，持续推进春季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为从源头上抓好事故
监督管理工作，该大队主
动与安监、交通等相关职
能部门，定期深入客运
站、运输企业对车辆性
能、车辆例检、动态监控
安装使用、驾驶员技术状
况及从业资质等情况进行
严审严查，对发现的问
题，结合辖区实际提出具
体性、针对性整改措施并
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隐患
车辆上路行驶，确保事故

隐患早预防、早发现、早
整改、早消除。同时，加
大对辖区沿线交通安全基
础设施的排查力度，对防
护栏损坏、标志标线模
糊、防撞桶损毁等安全隐
患，及时组织人员开展维
修、替换工作，有效消除
交通事故隐患。积极组织
民警进行拉网式排查，对
排查出的交通安全隐患，
认真分析研判，及时通报
相关职能部门并做好协调
跟进，有效遏制交通事故
的发生，降低事故发生
率。3月份以来，全市先后
排查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30余处，增设交通警示
标志60块，漆划斑马线60
处，增设减速带360米。

市交警大队排查整改春季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天
气
预
报

多云有雾
偏南风3-4级

本市:9℃/25℃

大丰:7℃/24℃

兴化:9℃/23℃

海安:10℃/26℃

生活指数

紫外线指数:
弱

晨练指数:
适宜

运动指数:
适宜

感冒指数:
极易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