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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 通讯员
朱伟）近日，记者从丹阳火车站
了解到，2019年暑运大幕已于 7
月 1日正式开启，至 8月 31日结
束，历时两个月，为我市铁路客
运的高峰期。同时，从本月 10
日起，全国铁路将施行新的列车
运行图，届时铁路丹阳站将首次
增开杭黄方向高铁，市民旅游可
乘高铁直达黄山北站。

7月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
将施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暨暑期运
行图。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将在长三角地区计划增开旅
客列车38.5对（其中直通旅客列
车 16 对、管内旅客列车 22.5
对），新图编制旅客列车运行线
1053 对，其中动车组列车 790
对，占全部客车开行总数的
75.02%。新图实施后，我市铁路
办客车次略微减少，但铁路通达
范围进一步扩大。

普速列车没有变化，长
途主要为东北、西北和西
南方向

此次调图，我市铁路丹阳站
开行普速列车没有变化，为上行
11趟，下行6趟，其中上海—萍
乡的 K782 次与原开车时间相比
延迟 48 分钟。普速长途方向主
要为西宁、成都、广州、伊宁、

银川、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此外，丹阳站暑运期间将临时增
开上海—灵宝K4916次，方便市
民前往陇海方向，具体开行时间
请关注车站信息。

城际高铁首次增开杭黄
方向，直达黄山当日往返

调图后，丹阳站开行动车组
列车上行 55趟，下行 62趟，日
常总计 117趟。其中新增南京南
—黄山北 G7313/7314 次 1 对，
为我市首次增开杭黄方向高铁。
2018 年底开通运营的杭黄高铁
贯穿了浙皖两省的 7 个 5A 景区
和 50多个 4A景区，是一条名副
其实的“世界级黄金旅游线”，
被称为最美高铁。调图前，我市
市民一直无缘直达，此次调图后
市民可在丹阳站乘坐 7:33 的
G7313 次，12:01 即可抵达黄山
北站。G7134 次 17:28 从黄山北
站始发，22:08 到达丹阳站，实
现了直达黄山并当日往返。

调图前，上海南站只有普速
列车，没有动车组列车。调图
后，铁路部门将沿长江至重庆、
汉口方向的4对动车组由上海虹
桥站改为在上海南站始发终到。
其中涉及我市主要是6趟D字头
动车，运行最高时速 250 公里，
分别为上海南—重庆北 D3072/

D3071次 1对，襄阳东—上海南
D3001 次 ， 上 海 南 — 汉 口
D3060、 D3063、 D3068 次 1.5
对。另外上海虹桥—重庆北
D3056/3055次1对双向延伸至南
充北，同时增加了潜江、宜昌
东、建始、恩施、重庆北、南充
北站六个站点，而D3055次开车
时间也延迟了2小时35分钟。另
外，淮南东—温州南 G7571/
G7572 次 1 对双向延伸至鳌江
（7 月 15 日起鳌江站将改名为
“平阳站”），平阳县隶属温州
市，拥有南雁荡山等景区，为浙
东南海洋大县、文化大县。同
时，为弘扬“红船精神”，方便
旅客重走“一大”路，汉口—上
海虹桥D3059次将延伸至嘉兴南
站，苍南 （温州南） —南京南
G7587/G7588次 1对双向延伸至
合肥南站，车次改为 G7431/
G7432次。这些高铁的延长，进
一步扩大了我市的铁路通达范
围。此次调图取消办客车次为
D2216 次 和 G7124 次 ， 而
G7581/G7582次 1对由于改经宁
杭高铁，不再停靠我市，与调图
前相比总数减少2趟。

丹阳北站变化不大，热
门车次票源将更加紧张

7月10日零时起，京沪高铁

丹阳北站也迎来新的列车运行
图，但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日
常开行上行 13 趟，下行 12 趟，
总计 25 趟高铁。其中徐州东—
上海虹桥的G7175次自今年 1月
5日起就改为上海站终到，车次
也改为G7289次，为丹阳北站有
史以来首趟终到上海站的高铁。
此外，丹阳北站往北京南站方向
仍然为上行 5趟，下行 4趟。而
上海虹桥—长沙南G1772/G1771
次 1 对，上海虹桥—西安北
G1928 次、G1915 次 1 对，上海
虹桥—青岛G226次等仍然停靠
的热门车次，进入暑运后票源将
更加紧张，请广大市民尽早安排
出行日程。

进入暑运高峰期，铁路部门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铁
路 12306网站以及车站动态，留
足进站安检候车的时间，避免漏
乘。同时，涉及本轮调图的运行
图变化及具体车次请以车站公告
和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
网站公告为准，广大旅客要认真
核对购票信息，以免耽误行
程。

新图发布市民热议，积
极应对保持铁路优势

新图发布后，第一时间在网
上引发了热议，多年来一直关注

铁路信息的市民董先生表示，此
次全国调图亮点很多，比如内地
联通香港的高铁车站增至 58
个，而从上海、南京、合肥出发
往武汉、重庆等方向，优化开行
多趟“长江经济带”跨省概念列
车，同时一批中小城市如昆山、
台州、滁州、奉化、瑞安等“小
站”也将开行始发列车，这对城
市的知名度、经济发展以及城镇
化进程将大有帮助。尤其像宜
兴、溧阳等苏南兄弟县市，宁杭
高铁通车不到 10 年，均已成功
开行始发高铁，昆山站更是增开
了直达重庆的特快列车。而目前
我市虽然铁路办客车次总量可
观，但普速列车远不如站改前
多，丹阳北站办客车次也一直处
于较低水平，这对进一步发挥铁
路的优势效应起到了抑制作用，
希望相关部门积极争取更多车次
停靠，保持我市在铁路交通方面
的优势。

我市铁路10日起启用暑期列车运行图
首次增开杭黄方向高铁，市民可直达黄山并实现当日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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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日常专家坐诊详情 2019年7月“周日上海长
征医院特约专家门诊”专科名称

肺部影像
诊断

影像诊断

介入科

消化内镜室

神经内科

心内科

肾内科

呼吸内科

肿瘤科

普外科

肝胆胃肠外
科、甲乳科、
微创外科

甲乳科

泌尿外科

注：专家坐诊可能会有变动，具体请咨询86991666；急诊24小时开放，急诊电话：86952782。

专家信息

肖湘生
（上海长征医院）

陈爱萍
（江苏省人民医院）

王钟江
（南京中大医院）

贾斌（南京中大医
院江北院区）

张锁林

黄树其
（上海长征医院）

盛延生

陈金明
（上海长征医院）

徐义明

张翼翔
（上海长征医院）

杨 峰

林云辉

张梅
（南京中大医院）

顾晓怡
（南京中大医院）

夏建国
（江苏省人民医院）

丁永斌
（江苏省人民医院）

王俊生

霍中华
（解放军454医院）

刘亚萍

陈向东（上海市静
安区中心医院）

职称

主任医师、
教授

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教授

主任医师、
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教授

坐诊时间

每周四上午

每月第四个星
期周四上午

每周六上午

每周二上午、
周四下午

每周一至周六
上午

每周四下午

每周二上午

每周五下午、
周六上午

每周一上午

每周三、周四

每周二上午

每周一到周六
上午

7月19日上午

7月19日上午

7月6日、20日
上午

7月13日、27
日上午

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

每周二上午

周一、二、四、
五全天

每周一、周四
（均上午）

专科名称

神经外科

骨科

眼科

口腔科

中医男科

中医科

妇产科

生殖中心

钼靶诊断

乳腺科

专家信息

赵豪杰

刘 伟

文立臣

汤 备

陶长仲（上海长征
医院）

张西毛

黄锁林

刘惠娣

王 燕

许 珍

赵维英（南京中大
医院）

袁春燕（南京中大
医院）

叶媛媛（南京中大
医院）

刘万花（南京中大
医院）

张亚男（南京中大
医院）

瞿 欢（南京中大
医院）

王杰（上海国际和
平妇幼保健院）

魏敏（上海国际和
平妇幼保健院）

邵玉国（上海国际
和平妇幼保健院）

职称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坐诊时间

每周一、周三、周
五（均上午）

每周二、周四、周
五、周六

每周一、周三

每周一、周四

每周一至周三

每周一、周三（均
上午）

每周二、周四、周
五（均上午）

每周一、周二、周
四、周五、周六

每周一、周三、周
四、周五、周日；
每周二下午

每周四上午

每周六上午

每周三

7月6日、20日
上午

7月13日上午、
27日下午

7月17日、31日
均上午

7月3日、10日、
24日均上午

7月7日、14日

7月21日

7月28日

日期

7月
7日

7月
14日

7月
21日

7月
28日

科室

心 内 科

内分泌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肿瘤科

风湿免疫科

脊柱外科

妇产科

神经内科

心 内 科

内分泌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脊柱外科

感染与肝病科

神经内科

心 内 科

内分泌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脊柱外科

妇产科

肿瘤科

神经内科

风湿免疫科

心内科

内分泌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脊柱外科

神经内科

感染科（肝病专科）

专家

崔海明

邹俊杰

胡国萍

柏乃运

王东星

卢红娟

顾庆国

齐凤兰

黄 坚

陈金明

徐茂锦

胡国萍

柏乃运

顾庆国

谢 莹

黄流清

陈金明

徐茂锦

胡国萍

柏乃运

顾庆国

齐凤兰

王东星/王湛

黄 坚

许 臻

崔海明

邹俊杰

胡国萍

柏乃运

顾庆国

黄流清

吴志勤

职称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周日上海专家坐诊或有
变动，具体以当天出诊为准，
专家信息、医院动态、科普常
识请关注三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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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蜜桃路边卖”成盛夏一景
杏虎村果农摆摊一天能卖300斤左右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肖姝）眼下，司徒镇河阳
杏虎村的水蜜桃相继成熟，无
论是置身于农户的水蜜桃基地
还是在丹西公路旁，到处都能
见到果农采摘或销售的忙碌身
影，“水蜜桃路边卖”已成盛夏
一景。

6日上午，记者在丹西公路
河阳段路旁看到，每隔百来米
就有一个遮阳棚搭建的简易摊
点。有的果农将桃子装在三轮
车上，拉着在路边叫卖；有的
桃园就在路旁，不光现摘现

卖，还可以亲身现采现买。据
了解，水蜜桃零散售价每公斤
10~12 元，按个头大小，整箱
8~10 个，每箱 30 元。记者看
到，不时有路过的私家车停车
购买，销售很是红火。

记者走进丹西公路下岸头
公交站台对面的一个桃园，看
到这里有一块田的桃子已经售
卖一空。还有好几块田的桃
子，都用袋子套着，而裸露在
外的桃子，泛着淡淡的红晕，
散发出阵阵清香。“现在卖的是
第二批，第一批的已经卖完

了。”该桃园的主人许富林告诉
记者，这片桃园有十亩，现在
售卖的桃子是“拂晓”品种，
第一批6月10日就开始售卖了。

“今年阳光充足，桃子产
量不错。”许富林介绍，他就是
杏虎村人，已经种植水蜜桃七
八年，“良缘”品种的水蜜桃大
概 7 月 20 日上市，基本是一批
接一批。许富林指着路旁的摊
点告诉记者，这个摊点就是他
家的，目前在路边摆摊一天，
能卖 300 斤左右。除了路过的
私家车主，还有界牌、访仙等
镇的市民专程开车前来购买，
而且购买的量不少，“一次买个
十来箱，自己吃或帮亲戚朋友
带。”

采访期间，一位市民将车
停在老许的摊点前，花 30元买
了一箱水蜜桃。她告诉记者，
今天周六回行宫老家看看父
母，顺便带点桃子。“每年这个
时候，路两旁都有杏虎村的水
蜜桃在卖，已成盛夏一景，很
熟悉也很亲切，也方便了像我
们这样的过路客。回家看亲
人，买点给家人吃吃蛮好！”

夏季是水生植物长势最旺的季节，为了给水生植物塑形，
美化河道环境，连日来，市城管局河道管理所组织河道工人对
内城河浮岛进行修剪并清除杂草。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刘立霞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杨建平）看到一名老太摔
倒在路边，皇塘镇葛家村的退
役军人、共产党员何书清没有
丝毫犹豫，赶紧上前将其扶起
并及时送往医院救治。近日，
记者从皇塘镇综治办了解到了
这一事件的经过。

6 月 28 日中午 1 时许，何
书清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去皇
塘镇后亭村村委会办事。当路
过后亭大桥下坡时，他突然看
到一名老太躺在路边，脸上鲜
血直流，身旁倒着一辆脚蹬三
轮车和一袋稻谷。不好，老太
摔倒受伤了！他立即停下三轮
车，并快速上前查看，由于伤者
满脸是血，何书清一时也难以
辨认出是谁。救人要紧！他来
不及多想，马上将伤者背到自
己的电动三轮车上，朝后亭社
区卫生室疾驶而去。

后亭社区卫生室的医生看

到伤者伤势较重，卫生室难以
处理，便建议到镇卫生院或其
他医院医治。随后，何书清一
刻也不敢耽搁，又赶紧骑车把
伤者送往蒋墅卫生院。一路
上，何书清担心伤者流血过多，
导致昏迷，不停地和她讲话，并
安慰老太马上就到医院了，一
定会没事的。

约 15 分钟后，何书清将
老太送到蒋墅卫生院，医生立
即对老太进行了救治。老太头
部有一个长约 6 厘米的伤口，
医生为其缝了 20 多针。待老
太脸上的血迹被处理干净后，
何书清才认出伤者原来是邻村
70 岁的姜召娣老太。因对姜
老太的家人比较熟悉，何书清
随即赶到她家人上班的地方将
情况告知。

由于送医及时，经救治后
姜老太并无大碍，此时，何书
清才松了一口气。“当时我看

到她倒在路边，脸上鲜血直
流，没想那么多，再说时间也
不允许我多想，因为救人要
紧！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
共产党员，遇到这样的事情理
应挺身而出。”采访时，憨厚
的何书清说道。

记者采访获悉，原来，当
天中午1时许，70岁的姜召娣
老太骑三轮车去后亭桥加工厂
轧米。经过后亭大桥下坡时，
对面转弯处驶来一辆汽车。为
了避让汽车，加上下坡速度太
快，姜老太没能刹住车，当即
连人带车摔倒，并晕了过去。
何书清路过看到后，毫不犹豫
地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当时，如果不是何书清
将姜老太及时送医救治，后果
不堪设想。”采访时，皇塘镇
综治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何书清的善行义举和见义勇为
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图为许富林在向记者介绍水蜜桃。 记者 王国禹 摄

相关组织和爱心人士热心相助

一家特殊的广告社开业了
本报讯（记者 李潇）近日，

位于华阳商城门市房 105 号的
“益起来广告社”正式开业了，与
其他广告社不同的是，这里的工
作人员都是残疾人，而他们租门
面不用花一分钱，里面的电脑、
打印机等设备也都是爱心人士
提供的。

益起来广告社由我市正明
力残疾人公益服务社发起成立，
这是服务社今年5月启动“轮椅
上的中国梦”项目后正式落地的
第一个小项目，虽然只是一家小
小的门店，但从筹备到开业的过
程却并不容易。

广告社之所以能成立，还要
从一位热心助残的爱心人士吕
文磊说起。“吕大哥是一个公益
团体的负责人，平时主要在网上
做眼镜生意，经营过程中因为人
手不够，一些简单的平面设计需
要另外找人做。”作为广告社负
责人之一的窦俊杰告诉记者，吕
文磊在帮扶残疾人的过程中，得
知一些残疾人有自强自立的愿
望，就想着能不能让他们来做。
于是，在丹阳残疾人联合会、丹
阳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吕文磊
的帮助下，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上
半年，10 余名残疾人参加了平
面设计的培训课程。

“培训结束后，我们想开办

自己的广告社，但由于缺乏启动
资金，租门面和购置设备都成了
问题。”窦俊杰说，好在有相关组
织和爱心人士的帮助，前期准备
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社区综合
服务中心将原本是爱心超市的
临街门店让出来，作为广告社的
经营场所。经营场所有了，所需
的设备又难住了他们，此时，吕
文磊又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他们
购置了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听
说有一群残疾有志青年创业，兄
弟公益组织玉汝于成慈善基金
会、凤凰 520等都表示如果需要
帮助，他们将义不容辞。

“残疾人群体中其实有很多
人想创业，但却因为一些条件限
制存有畏难心理。”广告社另一
名负责人赵正元说，“我们开办
广告社也是希望能为他们做个
示范，从而引领更多的残疾人
大胆创业，自强自立。”他还告
诉记者，如果残疾人来打印或
者复印，广告社只收取成本
费。

益起来广告社开业了，丹
阳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相关负责
人毛吉仙感到很欣慰，她说：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广告社终
于顺利开业了，不容易，希望
他们能做出自己的品牌，好好
经营下去。”

七旬老太避让汽车摔倒受伤
退役军人毫不犹豫出手相救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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