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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龙 陈永美

连日来，市交警大队全警动员，
强化市区交通秩序管理，严查严治
各类显见交通违法行为，确保市区
交通秩序井然有序，以一流的道路
交通安全环境为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作贡献。

为扩大交通安全管理的覆盖
面，大队机关除留守值班人员外，
全部上路协助外勤民警执勤执法，
并按照各自分包路段各负其责、各
司其职。大队落实专人上路对民
警在岗履职情况进行督查，并在大
队交警网和公示栏进行公示，做到
奖惩分明，激发民警和辅警上路管
事的积极性。执勤民警强化对显

见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重点对非
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逆行、违反
信号灯通行，行人闯红灯等突出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针对性的集
中查处，坚决依法严格处理。同时
坚持集中整治与流动巡逻管理相
结合，进一步提升市区交通秩序管
理的覆盖面，消除管理盲区。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大队组织
民警积极深入长途站点、旅游公司
重点客运企业，对7人座以上车辆
安全状况开展临检，督促各客运单
位认真落实车辆定期检查制度，做
好车辆安全性能的维护工作。严
格落实各项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强
长途客运驾驶人安全行车教育管
理，开展面对面的教育，签订保证

书，强化守法意识、责任意识，确保
行车安全。

大队还紧密结合当前辖区道
路交通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组织
民警深入社区及重点场所开展交
通法律法规普及宣传活动。在宣
传过程中，把握时机，借助载体，努
力发挥宣传功效。组成流动宣传
小组，走进社区，现场为居民的非
机动车办理登记打号手续，设置交
通事故案例展牌，向居民进行交通
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同时充分借
助市区开展各类大型宣传活动多、
参与人数多的时机，及时主动到有
关单位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努
力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识。

市交警大队强化市区交通秩序管理

沿海实验幼儿园建筑面积约 1 万平方米，设置三轨
18 班，可容纳幼儿 600 人，将致力打造苏北一流的示范
性幼儿园。目前幼儿园建设工程正在扫尾，拟于今年
秋学期投入使用。 记者 戴海波 摄

连日来，市住建局动用大吊
车，在鼓楼西路为居住楼粉刷外
墙。孙家录 摄

赵琳玲

7 月 7日上午，江苏开放大学
副校长尤佳春一行在盐城开放大
学杨军校长的陪同下来到东台开
放大学，就教学管理、招生工作、考
务规范、师资培训等工作进行考察
调研。

座谈会上，东台开放大学主要
负责同志全面汇报了该校发展现
状和办学特色，介绍了学校连续多
年获全省教学工作综合评比最高
分及招生、考试工作先进集体的经
验做法。调研组认为，东台是全省
开放教育的标兵，东台开放大学
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等方面为全省县域开放
大学提供了示范，希望该校一如
既往践行“守住真心、砥砺前行，
牢记使命、不负芳华”的校园精
神，继续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走在
前列。

调研组还就如何稳定招生规
模、提升办学质量、更好服务社会
等相关问题，现场进行了深入研
讨，并就县域开放大学建设中的矛
盾和疑难作了解答。

江苏开放大学
来东考察调研

记者 唐雅
通讯员 王朝生

家住五烈镇甘港村
10组的杨红权，身患重病
多年。长年来，其哥哥姐
姐悉心照顾，积极为他治
疗，使得杨红权对生活重
燃希望。

十年前，杨红权外出
打工回来后，建起了装修
精美的房子，添置了家
具，手头也有些积蓄。虽
然未组建家庭，但小日子
过得舒心适意。天有不
测风云，2011年，杨红权
因为患高血压，服药不正
常，出现了全身无力、嗜
睡、甚至呕吐的现象，被
诊断为肾衰竭、尿毒症。
去了上海等地医院住院
治疗。不仅花光了所有积
蓄，而且负了债。从2017
年开始，病情严重，需要长
期住院，每周三次透析。
甘港村村委会根据杨红权
的特殊情况，及时召集村
民代表会议，帮助其申请
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待
遇，按季领取低保补助
款。住院期间，村委会相
关领导多次前来看望。

在大病缠身的九年
里，杨红权的三个姐姐和

大哥一直陪在身边，守望
相助。大姐杨宏凤家离
杨红权所住医院相对较
近，又擅长处理事务，医
院内对杨红权的重大医
疗 决 策 都 由 她 协 调 完
成。杨宏凤也成了杨红
权的精神支柱，为其与病
魔斗争提供了源源不绝
的动力。从杨红权开始
住院以来，杨宏凤就一直
负责一日三餐的供应，数
年如一日。二姐杨宏芳、
三姐杨宏玲距离医院相
对较远，她俩灵活安排，
在杨红权病情严重时，轮
流负责夜班护理，病情正
常时，晚上都会来看望。
大哥杨红喜在时堰工作，
往返不便，但也经常抽时
间来医院看望。杨红权
与晚辈们经常手机联系，
逢年过节还送些钱物。

杨红权在医院的费
用一般每月一结，每逢低
保款和其他补助款不足
以支付当月费用，超支数
额不大时，大姐杨宏凤就
不声不响地垫付了。数
额较大难以承受时，就电
话联系一兄二妹。兄妹
们从不误事，立马送来。
兄姐4个人从没有为小弟
的治疗费用发生过矛盾。

弟弟重病缠身
兄姐常年照料

记者 张晨

一名十几岁的少年，他是数百
名东台好人中最年轻的那个；一名
初三的学生，他严格遵守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崔庆成，一位朴实无华
的农村男孩，一名新街中学的普通
学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善良的人性。

今年三月，崔庆成在上学路上
捡到一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面不
仅有 8000 多元现金，还有不少卡
片、证件等重要资料，他毫不犹豫

地将皮包原封不动地交到了学校
门卫处，最终在门卫的协助下物归
原主。“恰好那天是植树节，电视台
来拍摄活动现场时顺便记录下这
件事儿，没让崔庆成拾金不昧的善
举被埋没。”提起当天的过程，校
长、老师们历历在目。

“以前批改他的作文，知道他
做了诸如扶老奶奶过马路、在公共
汽车上给别人让座等平凡善举，自
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却一直没见
他以此作为题材来写，问了他几次
他也没正面答复过。”崔庆成的语
文老师说道。在记者的再三追问
下，崔庆成表示自己并非忘记了事
情的经过。“每次回忆当时情景时，
各个细节都一清二楚，心里也很激
动，但是我觉得这件事真写起来不
太好写，怕写砸了。”扭捏再三他才

道出了自己不以此为题材的原因。
曾经，在老师与同学们的眼

里，崔庆成是个很普通的学生，成
绩一般，平时沉默寡言，虽然自己人
高马大帮助班级做了不少劳务工
作，却又有着同龄男孩的淘气与顽
皮，经常搞出一些小动作让大家哭
笑不得，也并非如家长老师普遍喜
欢的尖子生或者乖宝宝，但是在竞
选东台好人的时候，顺利程度却出
乎学校的意料。“崔庆成人很好啊，
我们很合得来的。”“他总是默默地
帮班里做很多事。”“他这次的拾金
不昧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
以前的数目不大罢了。”在与他朝夕
相处的同学们眼里，展现出的是一
个更真实、为人所不熟知的崔庆成。

从同学们那里了解到，崔庆成
平日里十分照顾他人，帮助身体不

好的同学值班务，协助不是很健壮
的课代表捧作业，在操场上协助老
师做后勤，校园里各个地方都留下
他的身影。在他获得东台好人荣
誉称号后，大家也更加佩服他了。
在班级上，他成了班会中的正面典
型，在学校的升旗仪式等全校活动
中，他的故事成了鲜活的教材。“小
孩子还是需要激励的，崔庆成现在
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做事更加给力
了，而且有了很强的自尊心，在学
习、生活等方面开始严格要求自
己，改掉了不少小毛病。”崔庆成的
班主任很欣慰。

“如果说我身上有一些优点，
都是平日里在学校中学到的，今后
一定会好好传承发扬，不辜负家
长、老师、同学们的厚望。”崔庆成
说。

崔庆成崔庆成：：

拾金不昧好学生拾金不昧好学生 践行美德暖人践行美德暖人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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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19079期
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
为01、03、06、09、19、31，蓝球
号码为16。

头奖 15注 616万多元 花
落6地

当期双色球头奖15注，单
注奖金为 616 万多元。这 15
注一等奖花落 6 地，上海 10
注，江苏1注，福建1注，江西1
注，山东1注，四川1注，共15
注。

二等奖开出 156 注，单注
金额13万多元。其中，湖南中
出22注，排名第一；广东（不含
深圳）中出17注，排名第二；辽
宁中出15注，排名第三；江苏
中出11注，排名第四；山东、山
西分别中出10注，并列排名第
五；此外，其它地区二等奖均
低于 10注。当期末等奖开出

812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2:4，三区比为 4:1:1；奇偶比
为 5:1。其中，红球开出两枚
重号 01、31；一枚隔码 09；两
组同尾号 01、31 和 09、19；一
组奇连号 01、03；蓝球则开出
16。

奖池8.84亿多元
当期全国销量为3.24亿多

元。广东（不含深圳）当期双
色球销量为3161多万元，高居
第一；浙江以2677多万元的销
量位列第二；山东以2041多万
元排名第三；江苏以1922多万
元排名第四；四川则以1622多
万元排名第五。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
8.84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
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双色球079期：
头奖15注616万奖池8.84亿

喜喜 报报
热烈祝贺我市中福在线热烈祝贺我市中福在线

大厅一彩民喜中全国累积大大厅一彩民喜中全国累积大
奖奖，，奖金奖金168539168539元元。。

东台市福彩中心东台市福彩中心
20192019年年55月月44日日

中福在线姜堰销售厅 4、5两月
中出多个25万元大奖的余热还未散
去，7月9日,该销售厅再次爆出第5
个大奖。

7月8日18时左右，老彩民周先
生以 24颗相连的绿宝石夺得了“连

环夺宝”游戏全国累积大奖，喜获奖
金25万元。彩民周先生是中福在线
的资深彩民，平时有空都会来销售厅
进行投注，8日下午5点左右，周先生
因参加朋友饭局时间尚早，就来到人
民中路销售厅玩一会，买了张投注卡

开始投注，周先生看到旁边2号机器
空闲着就又买了一张卡刷上去进行
投注，就在第三关即将结束时，屏幕
上突然一下子掉下 24颗绿宝石，周
先生兴奋地大叫起来：“终于中了，今
天太幸运了！”此时屏幕上跳出“恭喜
中累积奖”字样，旁边的彩民纷纷过
来恭喜周先生。

中福在线25万大奖上演“接力赛”

入夏以来，黄海国家森林公园丰富的负氧离子和“低 5 度”的气温优势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避暑，森林
探险、湿地长廊、空中栈道等多处景观成网红“打卡点”。图为两位上海游客在空中栈道拍照留念。

记者 班雪凡 摄

根椐《东台市市区廉
租住房保障实施细则》规
定,经审核,下列家庭符
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现
予以公示,接受群众监
督。

一、货币补贴家庭
玉带桥社区：潘华俊
晏溪河社区：张锦祥
泰山寺社区：徐小冬

二、公示时间
2019 年 7 月 10 日—

7月24日。
三、监督电话
69988737、69988046
四、联系地址
东台市广场路 8 号,

东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2019年7月9日

公 示

7 月 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进行第 2019079 期开奖。当
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1、03、06、09、
19、31，蓝球号码为16。上海一人独
揽 6100多万巨奖，中得了上海福彩
今年的最大奖！

本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2:4，三

区比为4:1:1；奇偶比为5:1。其中，
红球开出两枚重号01、31；一枚隔码
09；两组同尾号 01、31和 09、19；一
组奇连号 01、03；蓝球开出遗漏 15
期的最大码16。

本期双色球头奖开出 15 注，单
注奖金 6163816 元，其中上海中得

10注，江苏、福建、江西、山东与四川
各1注。

数据显示，上海的一等奖彩票售
出于宝山区顾北路 512号福彩销售
点，票面为单式 20元投注。该票共
中得10注一等奖，高达61638160元
的奖金总额暂时成为今年上海福彩
大奖榜的第一名！

上海一人独中双色球10注头奖奖金6100万

近日，位于南通市郭里园 96 幢
的 32065150 福彩销售点传来喜讯，
一位老彩民喜中双色球 2019075 期
二等奖一注，当期单注奖金 329031
元，累计收获奖金33万余元！

由于不熟悉兑奖地点，7月2日一

早，站点机主陪同中奖彩民周先生一
起来到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周先
生告诉工作人员，他是双色球的忠实
粉丝，买彩多年，中奖彩票的这组号码
已经守了20期了。6月30日下午，周
先生照例来到5150站点，忽来灵感，

改了之前守号的其中两个红球号码，
花了56元投注了一张复式票。当开
奖后再次来到彩票店时，店主告知他
中了二等奖，周先生有点不敢相信，没
想到好运就这么降临了。这张中奖票
另外还中得了四等奖12注，五等奖15
注，累计获奖
331581元！

60后南通老彩民坚持守号中双色球二等奖33万

投 注 技 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