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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6℃/19℃

大丰:5℃/19℃

兴化:6℃/19℃

海安:5℃/19℃

生活指数

紫外线指数:
最弱

晨练指数:
不适宜

运动指数:
不适宜

感冒指数:
较易发

记者 张佳
通讯员 陆继军

4月11日中午，
风和日丽，来到新
街镇新街居委会的
百岁老人杨兰家中
时，只见老人正坐
在堂屋的椅子上，
手捧报纸，仔细地
阅读着。“我妈每天
必做的事情就是读
书看报，也不用戴
老花眼镜，比我们
的生活还丰富呢。”
一旁的女儿周学芳
笑着说道。

杨兰老人是建
国前老党员，从新
街粮管所退休后就
跟随小女儿周学芳
生活。据周学芳介
绍，母亲一直酷爱
读书。由于自幼家
中子女多，加上生
活贫困，杨兰老人
只上了几年私塾。
但她十分珍惜读书
的时光，工作后更
是在岗位上尽心尽
力，一边工作一边
上夜校，丰富自己
的知识。这样的好
习惯一直延续至退
休后，女儿为她订
阅了《家庭医生报》

《养生》杂志等，老人每天坚持阅读，
还做笔记。

周学芳告诉记者，母亲的饮食
规律且有讲究，在老人 93岁时，还
能每天自己做饭。后因体力跟不上
了，老人便将自己读书看报积累的
养生经验传授给女儿：每天要吃十
几个品种的食物，少食多餐，荤素搭
配。如果患上感冒、咳嗽的小毛病，
她也坚持食疗，不滥用抗生素。闲
来无事时，她还照着书籍，自己按摩
穴位。

除了读书，老人也爱看电视，最
爱看的是新闻。周学芳说，在母亲
的影响下，现在家庭的读书氛围越
来越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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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晨

“东台，我们又回来
了。”4月 8日，43名来自
无锡的老知青们组团回
到当年上山下乡的第二
故乡——东台，追寻青春
的记忆。大巴车刚刚停
下，两鬓斑白的老人们急
切地下车，他们踏着脚下
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
地，老泪纵横。

据了解，今年是这群
老知青回城 50 周年纪念
日。他们都曾在东台富
东、新农等公社插队，与
当地农民一起干农活。
这段难忘的岁月成了他
们内心深处最珍贵的回
忆。

“我们跟东台这边整
整49年断了联系。”69岁
的老人张泉源激动地告
诉记者，“直到去年我专
程来了一趟东台，经过多
方打探，多少好心人协助
牵线搭桥，终于找到了当
年的一些老乡。”张泉源
回锡后，有晨练爱好的他
每逢遇到一同下放的知
青战友便侃侃而谈，把所
有人的心都弄得痒痒的，
大家一拍即合，用了整整
一年的时间，呼朋唤友，
规划行程，组团来到东台
故地重游。

车上多名老知青曾
经 一 同 下 放 在 富 东 公
社。当年的年轻小伙子、
小姑娘如今都已是花甲、
古稀之年的老人，当他们
看到当年广播放大站的
站长时，一个个激动万
分。站长已经 80 岁了，
老态龙钟，却依然坚持前
来接待大伙儿。接待室
的电子显示屏上打着“欢
迎无锡知青回到第二故

乡”的字幕，气氛温馨融
洽。

老知青们纷纷表示，
东台这么多年来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无
锡的差距越来越小了，
知青年代住的是篱笆茅
草屋，现在都是一幢幢
洋房别墅；曾经是泥泞
的土路，现在都是柏油
路一直通到了家门口。

“但是人还是没变，东台
人真诚淳朴，不管是过
去还是现在，接待我们
时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
西拿出来，就像我们的
亲人一样。”

说到这里，钱明霞、
钱毓萍老姐妹二人讲述
了 一 件 知 青 时 代 的 往
事：有一次姐姐钱毓萍晚
上摸黑回家，路上被一条
毒蛇咬到了脚，毒牙都嵌
进了皮肉之中，情况十分
危急。当地的几名热心
老乡听到了妹妹钱明霞
的呼救，立即找到大队保
健站的赤脚医生做紧急
治疗，又连夜将钱毓萍送
到医院，这才保住了一条
命。“多亏了东台的乡亲
们救了我。”钱毓萍激动
地说。

临别前，老知青们一
个个喜笑颜开，并没有分
别时的不舍。“现在是互
联网时代，电话、微信功
能完善，这次找到了故人
以后留了联系方式，以后
随时随地都可以联系，约
好了还可以再来聚，方便
得很。”众人纷纷表示，东
台作为第二故乡承载了
他们太多年轻时的记忆，
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能看
见一个建设得更加美好
的崭新东台。

半个世纪前的离别
半个世纪后的重聚

无锡知青组团重游第二故乡

何国庭 杨红祥

4月 5日，清明节小长假的第一
天。中午一点钟的光景，尽管外面
春雨霏霏，但五烈镇廉贻卫生院门
诊部二楼过道里患者已经排起长
长的队伍，他们带着病历等资料静
静地等候就诊。而就在二楼“名
医堂”诊疗室里，来自北京武警总
院的医学专家彭宝淦教授更是忙
个不停，3 位患者正在接受彭教授
的诊断。他时而反复审读 X 光
片，时而仔细看看病历，与患者细
心交流，一脸的严肃认真。

彭宝淦教授出生于五烈镇廉
贻社区兴联村，现为北京武警总
院脊柱外科研究所所长、博士生
导师，世界级脊柱外科医学专家，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

医学科技二等奖、武警部队科技
进步一等奖。2015 年度获评科学
中国年度人物，2016 年荣获中国
医学科学家称号。近几年，彭宝
淦教授总会利用清明小长假的机
会返乡祭祖。4 月 5 日，他一踏上
家乡的土地，还没有顾得上走访
亲朋，或与家人团聚，中午 12 点
50 分左右，就直接来到五烈镇廉
贻卫生院的名医堂，当起了一名
临时坐诊医生。四乡八邻的患者
听说彭教授回乡坐诊，纷纷赶来
求诊。

“每次返乡，彭教授都会来我
们廉贻卫生院做临时义工。对我
们卫生院前期筛查过的脊柱方面
的疑难杂症进行一一鉴定诊断，
制定诊疗方案，帮助患者解除病
痛。一号难求的医学专家能够主

动登门义诊，让患者不出社区就
能享受到国内知名专家的医疗服
务，真是太好了。”廉贻卫生院院
长孙继根动情地说。

义诊现场，只见彭教授热情
地接待每一位前来求诊的患者，
根据他们提供的 X 光片、CT 片
或核磁片等资料，不厌其烦地与
患者沟通，仔细研判，现场诊断，
一 丝 不 苟 ，然 后 根 据 不 同 的 病
症，对症下药给出治疗建议和解
决方案。短短半天时间，彭教授
接诊患者 100 多人次。初步确定
需要及时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有 10 多个。来自五烈镇张垛村
的脊柱患者张先生高兴地说，自
己被脊柱病困扰 10 多年了，每次
发作的时候疼痛难忍，无法走路，
生活质量非常低下。先后去过好

几家大医院治疗都没能治好。彭
教授诊断 后 建 议他接受手术 治
疗，可以彻底解除病痛，这下他可
放心了。经济开发区的马大爷患
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卧床
多年，非常苦恼。家人用车将他
送到廉贻 卫 生 院求助彭教授 诊
断，经过检查和研判，彭教授建议
其进行手术治疗，并告诉他，手术
不会引起并发症和后遗症，打消
了马大爷心中的疑虑，他欣然接
受彭教授的治疗方案，人忽然一
下子变得精神起来。

廉贻卫生院院长孙继根说，彭
教授利用返乡祭祖的机会义务行
医的善举，得到乡亲们的交口称
赞。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期
待类似彭教授式的医学专家定期
前来义诊和指导。

医学专家社区卫生院当义工

本报讯（金向红 张荣俊）今年
以来，东台镇在河长制向“河长
治”推进过程中，围绕强化河道管
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河道的整治目标，
进一步完善、落实奖补措施，促进
河长制工作深入开展。

该镇出台文件制订了河长制

工作考核实施细则。对全镇 12
个社区、23 个村（居）境内的 8 条
骨干河道、32 条城市河道、169 条
镇村级大中沟河道，从 6 个方面、
12 个项目，按季逐河进行百分制
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一、二、三
类；得分 90 分以上，每公里奖补
1050 元 ，80—90 分 每 公 里 奖 补

750 元，70—79分每公里奖补450
元。70 分以下不予奖补，同时对
所辖河长进行问责。在一季度河
长制工作考核中，评出 90 分以上
的一类村居、社区有北海、富民、
上官、卞团、梁洼 5个，二类村居、
社区 30 个，兑现奖补经费 40.92
万元。

东台镇“河长治”责任落实奖补到位

红绿灯下

本报讯（董焦）根据
上级公安部门的统一部
署，市交警大队从 4月份
开始，继续开展“春雷行
动”暨“黄海一号行动”，
严厉打击酒驾毒驾、涉牌
涉证、流窜犯罪、网上逃
犯等重大违法犯罪行为，
努力净化全市交通治安
秩序。

市交警大队雷厉风行
贯彻落实上级公安部门关
于开展“春雷行动”暨“黄
海一号行动”的通知精神，
大队制定了集中行动方
案，建立了集中行动领导
小组，大队领导分别深入
到各自分工的单位，强化

“春雷行动”暨“黄海一号
行动”的督查。各基层中

队采取定点设卡与流动巡
逻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类
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对存
在交通安全隐患的当场落
实整改措施，对查获的酒
驾毒驾和无证驾驶人严格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有
关规定，进行严管严治，对
抓获的流窜犯罪、网上逃
犯一律追究其刑事责任。
到目前，已先后抓获网上
逃犯2名，查处醉驾9起，
毒驾 1起，查处涉牌涉证
重大交通违法行为 30 余
起。通过大张旗鼓地开展

“春雷行动”暨“黄海一号
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流窜
犯罪，也使重大交通违法
行为明显下降，维护了一
方稳定。

市交警大队开展“春雷行动”

暨“黄海一号行动”

本报讯（焦谨）市交警大队深
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城市管理提升”会议
精神，为强化市区交通秩序管理，
连日来，市交警大队百名交警进台
城，加大对市区交通违法行为的整
治。目前，先后查处大功率三、四

轮电动车非法揽客、非机动车乱停
乱放、在机动车道行驶、闯红灯等
各 类 显 见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5650 余
起。

针对前一阶段城区道路交通
秩序时好时差的问题，大队根据市
委、市政府创建会议要求，开展新

一轮市区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大中
队领导全部上路上线，率领民警强
化对各类显见交通违法行为的查
处。针对警力不足的实际，机关民
警和辅警每天上路站高峰，并抽调
基层中队百名交警到市区开展声
势浩大的交通秩序违法整治，强化

对大功率三、四轮电动车非法揽
客、非机动车不按规定道路行驶、
逆行、摩托车涉牌涉证、渣土车等
违法行为进行查纠，对不文明交通
行为进行劝导教育和处罚。通过
严管严治，确保市区交通秩序井然
有序。

市交警大队百名交警进台城强化对市区显见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

本报讯（常德龙 陈永美）为进
一步加强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市交
警大队采取得力措施，深化宣传教
育，强化源头管理，整治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排查重点路段隐患，强化路
面管控，努力营造全市春季道路交
通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
环境。

大队加强文明交通宣传，组织
民警不断深化文明交通、安全出行
宣传教育，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五进”活动，组织民警深入到
全市学校、单位、社区、货运站场、
企业等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一

方面通过摆放交通事故案例展板
和民警上门走访宣传的方式，结合
客车超员、大货车超载、疲劳驾驶、
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
道路交通事故典型案例，教育运输
企业、驾驶人、提高广大驾驶人的
交通安全意识。另一方面通过交
通安全咨询台面向广大市民宣传
各项政策法规，发放交通安全宣传
单。大队各中队加强重点路面的
管控，坚持以全市主干路段、事故
多发路段为整治重点，强化重点管
控，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结
合、查处违法违规与宣传教育结合
的方式，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市区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严查
客车超员、涉牌涉证、酒后驾驶等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严重交通违
法一律实行上限处罚，发现一起，
从严查处一起，大力营造依法严
防、严查、严处的高压态势。

大队还加强源头监管，集中警
力不间断地对校门前及周边道路乱
停乱放、超速行驶、违法载人行为严
厉查处，确保辖区交通秩序井然。
同时在学生上学、放学重点时段，设
立“护学岗”。各执勤中队加强对道
路隐患的排查整改。针对春季道路
交通特点，对辖区道路进行一次拉
网式隐患大排查，全面、详细地排查

掌握道路标志、标线是否完善，交通
安全设施是否齐全、有效，道路存在
的桥梁、急弯、陡坡及影响通行安全
的其他事故隐患，坚决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并针对排查出的事故多发
点段和隐患，深入分析研究，制定详
细整改措施，落实各项管控措施，有
效遏制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各中队还加强货运企业源头监管。
加强对货运企业的安全监管，建立
健全以行业自治为主、主管部门监
督、责任追究为保障的重点运输行
业管理机制，减少营运客车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

市交警大队强化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我市自开展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先锋行动”以来，全
市上下迅速行动，全力投身
到创建活动中去。图为市人
社局、望海社区志愿者利用
节假日冒雨深入市民中，宣
传创建活动，宣讲文明礼仪。

邹洪喜 梅爱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