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吟菊 钦云 倩倩 文文

连日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热潮，给
深秋的街头注入了滚滚暖流。漫步街头，
你会时不时地见到一片片正在攀升的新
高层，却看不到工地的杂乱和灰尘；你也
经常能看到一堵堵白墙，却感觉不到它的
单调与冷漠……触目所及，是令人眼前一
亮的各种手绘画、印刷漫画和宣传语，它
们给予城市洁净与美丽。

配电箱染上水墨情
公园道广场前，版画《长江岸边我的

家》铺底，灰白色调，意境悠远，“人民
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铿
锵有力。灵秀东路北侧，小桥、流水、
垒石，寥寥数笔的水墨，勾勒文明人
的素养与文明城的底气。城西海四达
转盘往北，青瓦白墙的江南古建与
温、良、恭、俭、诚等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相融相合。公园南路市行政中
心对面，百余米手绘墙上，有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撸起袖子加油干”、
有讲文明树新风的“争做文明有礼启
东人”，白底黑字，简约方格、红色点
缀，是岁月沉淀下的中国风。甚至，
人民路文峰路口，一只配电箱也被水墨
渲染，成了文明宣传的阵地。

卡通画教你讲文明
民乐幼儿园附近，文明启东是充满童

趣的，蓝天、白云、彩虹、笑脸，藏着“说文
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的殷
切希望。位于港东路的工地围挡，将“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以一幅
幅卡通画予以展现，充满趣味。人民路时
代路口往西，人行道旁的不锈钢围栏上是

市民“八不”公约，不违章交通、不违法搭
建、不随地吐痰……颜色鲜艳、笔法稚嫩
的幼儿画，令人眼前一亮。

好人墙笑脸暖人心
“关注一个成长的心灵 播种一个灿

烂的明天”、“健康的身体离不开锻炼 美
满的家庭离不开安全”……途径人民路
惠阳路口，围挡上的简单话语，倍觉温
暖。从紫薇公园西门入内，新建好人墙格
外惹眼。一个个好人，或助人为乐，或敬

业奉献，或诚实守信，或见义勇为，或孝
老爱亲，传递出社会的温情。各个公交站
台同样有启东好人的身影，简短的事迹
介绍，展开的笑颜，也暖了这座城，暖了
城里的人。

文文明风动满城歌明风动满城歌
——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街景一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街景一瞥

本报记者 李朱雳

曾经参差不齐的违章建筑、占道落
地广告牌、超门窗经营现象已消失，一排
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文明宣传标
语映入眼帘，一个个路口的大片绿化令

人心情愉悦，创建“洗礼”后的南阳镇越
来越美。

老集镇焕发新活力
和很多启东老集镇一样，聚阳集镇街

道狭窄，周边沿街商户林立，沿街彩钢房
占道经营已有10年之久，导致环境脏乱，

道路拥挤。今年以来，南阳镇大力推进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在这场全镇环境整治

“手术”中，聚阳集镇市场也从当初丑陋不
堪的“灰姑娘”，蜕变成精致婉约的“美娇
娘”。

11月13日上午，记者沿近王线向东

来到聚阳集镇，沿线路面不仅清爽整洁，
两边树木郁郁葱葱，连沿线的垃圾桶都一
尘不染，垃圾桶周围还架起了围栏。在聚
阳集镇上停好车后，只见集镇路面干净宽
敞，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有序停放在划好的
车位上。走进整治后的聚阳农贸市场内，
地面干净整洁，各个摊位上的菜品摆放得
整整齐齐，

实在事干实在
——南阳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侧记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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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4日下午，市委书记
王晓斌带队赴上海市崇明区考察学习。王
晓斌强调，要主动策应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更加注重生态协同、产业协同、交通
协同、城市协同，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
程中全面提升两地协同发展水平。崇明区
委书记唐海龙，区委常委、副区长郭亚兵
等陪同考察。我市领导葛志娟、龚心明、佘
德华参加活动。

王晓斌一行来到港沿镇有机物循环
利用中心、新河镇沈家老宅开心农场、崇
明区规划展示馆等地，实地考察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开心农场
运营、崇明三岛整体规划等情况。随后，双

方进行了座谈交流。唐海龙介绍了崇明区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崇明是世界上
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中国的第三大岛、城
市之岛、生态之岛。当前，崇明正围绕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总目标，牢固树立全生态理
念，大力实施“+生态”“生态+”发展战略，
加快构建都市现代农业为主体、海洋装备
产业为支撑、生态休闲旅游等新兴产业为
引领的生态产业体系，努力成为上海市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排头兵和先行者，成
为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标杆与典范，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崇明案例”。同
时，希望启东能为崇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好办法、好经验，按照长江经济带建设“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共同把长
江入海口打造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本。

王晓斌介绍了启东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说，启东与崇明文化相近、语言相
通、地缘相接。长期以来，启东与崇明在经
济发展、文化交流等各方面有着非常好的
基础，特别是崇启大桥通车后，进一步拉
近了启东与崇明的距离。王晓斌指出，近
年来，启东紧紧抓住以上海大都市为龙头
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主动策应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加快推进与上海协同
发展，全力打造跨区域合作示范区，加快
建设上海“北大门”“门柱子”。下一步发展

将更加注重生态协同，着力打造G40生态
走廊，把崇明生态绿色的理念和做法延伸
至启东；同时，启隆镇要严格落实东平-海
永-启隆城镇圈协同规划，全力做好生态
保护、污水处理、垃圾分类等工作，着力打
造绿色生态宜居的美丽环境。更加注重产
业协同，围绕生命健康和海工船舶主导产
业，主动对接上海张江和重要制造业板块，
着力招引重特大项目。更加注重交通协同，
根据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发展规划，全力推
动相关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更加注重
城市协同，努力打造良好城市生活环境，
推动与上海公共服务同城化，吸引更多上
海人才到启东生活、创业。 （陈丽娣）

市领导赴上海市崇明区考察学习
强调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全面提升崇启两地协同发展水平

下放核发权限
优化办证流程

三季度起我市启用新版
第二代残疾人证

本报讯 根据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统一部
署，今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市启用新版第二代残
疾人证。

根据《江苏省残疾人证管理实施办法》《江苏
省残疾人残疾类别等级评定工作规程》规定，省残
疾人证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对办证流程进行优化，
残疾人证的审核、批准权限下放至县市级残联。第
三季度开始，我市启用新版第二代残疾人证，所有
新办、补办残疾人证均由我市残联受理、核实、审
核及发证，无需南通市残联审批，缩短办理周期，
提高办证效率，让残疾人尽早领证享受相关优惠
政策。

为做好残疾人证评定管理核发工作，我市残
联组织召开工作部署会议，认真学习《办法》和
《规程》，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积极做好制作公章
钢印、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等前期准备工作，以保
障新版第二代残疾人证核发工作顺利进行。

（王天威 徐波）

本报记者 陈天灵

【历史档案】
2017 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达82.3%，居南通地区首位。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中细颗粒物（PM2.5）浓
度较往年下降明显，降幅达15.2%，年均浓
度 首 次 达 到《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记者追踪】
“这里的水比以前好多了，臭味闻不

到了，河水也清澈多了。”11月13日上午，
市民汤宏彬站在庙港河一侧感慨不已。在
百姓眼里，这条河的水质的确发生了变

化，而这样的变化是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提
升的一个缩影。

2017年初，市委、市政府成立“263”专
项行动领导小组，出台《“263”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以持续改善河道水质为重点，推
进达标排放、截污治污、清淤疏浚、畅通水
系、粪污治理等系列工程。去年，我市相关
部门组织对河道内的淤泥及岸边堆积垃圾
进行整治，完成了团结路北侧（建设路-惠
阳路）河道、紫薇公园南北横河、南郊家园
北侧河道等115条河道整治。

河水慢慢变清澈，但优质的环境空气
质量并不只是治水那么简单。“两减、六

治、三提升”，治水，只是其中的一环。我市
重点环境治理不断深化，关停搬迁污染企
业、畜禽养殖等一系列突出环境问题得以
顺利化解或正在落实解决。去年，24家化工
企业关闭、搬迁或转产，11家轮窑企业全部
停产并拆除，28家禁养区养殖场已全部关
停拆除或签订关停合同。

市“263”办公室负责人蔡红辉表示，
尽管我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但影响我市
大气环境质量的原因仍然比较复杂，建筑
扬尘、散乱污企业排放废气，以及机动车
船尾气排放仍是重要的污染源。现在正是
秋冬季节，气候条件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

散，希望广大市民提高环保意识，一起守
护启东的碧水蓝天。

【相关链接】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

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务实推
进大气、水、土壤等环境综合治理，严格落实
中央及省市环保督察整改要求，深入开展

“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持续加大环境
执法力度，着力提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
化、信息化水平。2018年11月，江苏省生态
环境厅公布10月全省53个县（市、区）空气
质量排名，我市PM2.5浓度为26.3微克每立
方米，列全省53个县级市第二。

“天然氧吧”深呼吸

“海工杯”中国·启东空竹
艺术节落幕

长三角32支
队伍现场展演

本报讯 11月10日~11日，2018“海工杯”中
国·启东空竹艺术节在南苑中学鸣锣开赛。来自长
三角地区共32支队伍348人参与了现场展演，以
及全能和竞速等12个项目的比赛。

本次艺术节双轮空竹设置了金龙绕背、大鹏
展翅、高抛跳绳三个竞速类项目和一个个人全能
项目，分少年组和成年组。“抖空竹”是我国独有的
体育运动，有着1000余年历史，2006年被列为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动由市教育局、体育总会主办，寅阳镇、市
空竹运动协会承办，是我市“共乐东疆”系列活动
之一。近年来，寅阳镇积极参与全市各类文体活
动，通过承办和参与活动，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
生活，为群众提供了良好的展示交流平台。该镇将
继续举办和参与更多的文体活动，以此向外界展
示寅阳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为创建文明城市加
油助力。

（钱爱仁 沈怡柔）

深化科技应用
提高管理水平

国网启东供电建设南通
首套变电站细水雾消防系统

本报讯 11月 14日，国网启东市供电公司
110千伏民乐变细水雾灭火装置安装调试工作全
面完成，系统正式投入运行，该项目是江苏电力

“13+1”细水雾消防租赁项目试点之一。
位于我市的110千伏民乐变电站是南通建设

首套细水雾消防系统的示范站点。今年以来，
启东供电通过在变电站消防安全管理中引入

“变电站智慧消防”理念，试点建设细水雾灭火
系统，通过新型智能辅助系统来提高变电站消
防管理水平，为变电站消防加装了“黑科技”。
通过细水雾灭火系统来提高变电站消防管理水
平，有效保证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提高了设备
供电可靠性。

110千伏民乐变细水雾灭火系统，由细水雾
装置、消防给水装置、配套的电源分析及改造、
火灾自动报警专业改造、智能辅助系统改造五大
系统组成。该系统通过高压和喷嘴将通过管道的
水，雾化成具有高动能的毛细水珠。在火场中，
毛细水珠庞大的接触表面积能够快速充分地吸收
火源附近的能量，通过毛细水珠在火场中从液态
到气态的蒸发，置换火场中的氧气，达到使火源
窒息的作用。

启东供电以“变电站智慧消防”为创新理念，
通过大力推进消防与现代科技应用深度融合，搭
建“智慧消防”管理系统，实现变电站消防监测预
警无死角，及时发现并消除火情，不断提升变电站
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茅锴杰）



柔和的灯光将整个市场衬
托得更加温馨。

环境综治实招频出
“聚阳集镇的华丽蜕变，是南阳镇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的一个缩影。”南阳镇控违办主任李东
说，在路域整治和集镇整治工作中，除了
前期通过整改告知单、室外音箱、宣传
车、微信平台等方式进行宣传外，我们还
积极探索“助拆”的人性化拆违方式，最
大程度减轻群众损失，最大可能减少群
众对抗情绪。拆迁过程中，组织民工队伍
进驻已做通思想工作的违法建筑户，义
务为他们搬家具、撬门窗、拆砖瓦，此举

赢得了被拆群众的广泛认同和理解。截
至目前，全镇共拆除苏221线沿线违章
建筑34宗，总面积约3462平方米，共拆
除4个集镇违章建筑220宗，总面积约
19000平方米，共劝导流动摊位、整治店
外店摊外摊 650余处。

外包助建美丽南阳
11月14日清晨5时，天还没亮，聚

阳村4名环卫工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垃
圾清理工作。“最近鱼虾蟹消费旺季，再
加上季节性生产垃圾，光一个村，每天就
有2.5~3吨垃圾。”负责聚阳村和小塘沙
村保洁工作的张兴安告诉记者，这两个
村共有保洁人员20多人，大家按照收垃

圾、清扫、打捞等不同分工各司其职。
今年以来，南阳镇投入86万元对4

个集镇镇容管理采取市场化服务外包
的形式进行倒查管控，有效提升了流
摊、店外店及车辆停放的管理效果。
镇区卫生环境及小广告、建筑垃圾采
取全天候保洁的办法即时处置。通过
服务外包的形式，有效提升了整治效
率，沿街卫生环境明显好转。“自从有
了服务外包的保洁工人，乱堆乱放现
象再也看不到了，绿化也有人定期维
护，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在聚阳集镇
开了20年农资店的陆振斌老人，是集镇
环境变化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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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农商行向储户发放奖品
本报讯 11月6日，在启东农商银行

长江支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民主小学的
施老师来到上海永达启东店，领取了特等
奖别克轿车一辆。

喜获特等奖的施老师激动地表示，今
年暑假，她在长江支行存了一张定期存
单，银行每个月举行抽奖活动，11月份抽
到了特等奖别克轿车一辆。 （邵雷花）

城河新村开展控违巡查活动
本报讯 日前，城河新村社区工作人

员联合城管中队开展控违常态化巡查。
巡查中发现78号顶楼有违章搭建意

图，经过法律法规宣传，当事户主已主动
将顶楼的栏杆恢复原样。下阶段，社区将
常态化开展控违巡查活动，及时遏制违章
建筑的苗头。 （刘嘉怡 张柳柳）

市民政局雷厉风行抓巡
察问题整改落实

召开专题会议
落实整改举措
本报讯 11月9日，市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市

民政局及下属单位情况通报反馈会召开后，该局
领导班子立即召开碰头会，部署巡察问题整改工
作，力争早行动、早落实、早见效。

当天上午，市委第一巡察组在市老年公寓召
开了巡察市民政局及下属单位情况通报反馈会。
巡察组指出了该局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和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的整改工作
提出了明确的建议。

随后，市民政局分别召开机关工作人员政
治学习会议和11月份集办会议，局党委要求各
科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抓住两个时间节点，20
日内上报整改工作方案、两个月内向市委巡察办
报送整改情况报告。局党委会召开两个专题会
议，专题研究整改工作，党组织民主生活会专题
反思讨论。落实两项整改举措，短期对照清单即
知即改早见效，长期剖析问题建章立制谋长效，
提升巡察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实效，促进全面从严
治党、依规治党。 （王春风 黄淼）

彩臣二村拆除违建水果亭
本报讯 日前，彩臣二村社区联合城

管，对68号楼最西侧的水果亭进行拆除。
此次拆除的违建属于城管多年前许可

的临时摊位，2017年12月许可证已到期，
摊主的违建行为未得到审批认定。拆除前，
执法人员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摊主在规定时间内未整改到位，社区即依
法予以现场拆除。 （黄佳惠 曹燕）

优化窗口服务
推进效能提升
烟草窗口疏解“堵点”提

升服务质效
本报讯 近日，市政务服务中心烟草窗口深

入落实行业“放管服”改革要求，从“堵点”疏解入
手，高质量推进政务服务效能提升。

依托市政务服务中心这一平台，持续优化烟
草窗口服务，规范办证信息公开、证件核发指南及
流程样本等服务事项，提高申请办证效率，提升服
务效能。抽调专人专责做好12345便民服务热
线、12313热线咨询投诉事项的转办落实等工作，
确保办结率、答复率、满意率“三个100%”，树立
责任烟草良好社会形象。深化落实“互联网+政务
服务”，做好政务网站信息公开、事项受理办理等
工作，推进证件办理信息化，提高网上申请的覆盖
面和成功率，力争实现群众办证由“最多跑一次”
向“零跑腿”过渡。 （刘嘉怡 翟小华）

本报记者 陈丽娣

精神矍铄，声如洪钟，年已古稀的朱
觉生虽华发已生，却没有迟暮之态，仍然
从事着自己最爱的建筑事业，苛求每一件
作品的至臻至美。

朱觉生在建筑方面的天赋是与生俱来
的。1964年，朱觉生从上海插队到启东，拜师
傅学木匠，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出师了。精湛
的手艺很快在启东小有名气，上门找他做木
工活的人络绎不绝。“那时候我手里做出的
作品能换来钢材。”朱觉生自豪地说。

锻造建筑“王牌军”
木匠一做就是12年。1976年，朱觉生

到当时的启东玩具一厂当厂长，1983年调
到市建工局任供销经理部经理，1984年进
入启东建校学习。

1989年，朱觉生44岁。这一年，他迎
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为了提高启东建筑
队伍知名度，拓展更大的市场，当年市里
决定在建工系统组建一支“王牌军”。派谁
带队？当时的建工局局长张惠明一下就想
到了朱觉生，让他担任直属工程队队长。

1989年3月，朱觉生带着近400人的
队伍来到了新疆。“第一年真的非常苦，这
种经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朱觉生说，

“近400人的队伍，互不相识，又是去新疆
这么远的地方，当时真有点不知所措。”

一到新疆，直属队的第一个工程——

新疆北三台发电厂生活基地开工了。整个
工程共有8个单体工程，2万平方米，包括
2幢住宅楼、1个地窖池、3幢食堂、1幢锅
炉房、1幢办公楼、地下排水工程。要求当
年开工，当年竣工。

3月份的新疆冰天雪地，工程位于天山
脚下的吉姆萨尔，距离乌鲁木齐400多公
里。茫茫戈壁滩，睡觉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朱觉生让工人把行李包都垒起来，围成一人
高的墙，在上面架上毛竹，盖上油篷。

400个人晚上一起睡帐篷，白天一起
干活。“吃三睡五做十六，10月份新疆又要
下雪了，施工期只有7个月，时间紧，任务
重，不拼不行啊。”可是就在主体工程完
成，剩下配套工程没有实施的时候，朱觉
生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工人中爆
发了甲肝，400人中有90多人患病，不能
干活，只能送回启东。

眼看工程就要搁浅，朱觉生立即向当
地紧急求援，请来4支队伍支援，但到了现
场发现不能开工。施工地段是丘陵地貌，
排水工程难度很大，低处只需挖半米深，
高坡要挖7米深，且容易塌方，非常危险。
最后朱觉生请到了有挖泥机、推土机的工
兵连，这才顺利完成了任务。就是这一年
的“拼命”，朱觉生把这支队伍锻炼成素质
过硬的建筑“王牌军”。

坚守内心拒高薪
1990年，一个来自中建六局的求助，

让朱觉生带着队伍来到了天津。“中建六
局局长浦建钢是启东惠和人，当时在天津
大邱庄建住宅楼，工程质量在几个局里排
了倒数第二，迫切希望老家的建筑队伍去
助他一臂之力。”朱觉生回忆，当时自己带
了100个人去支援，用了三个月，帮中建六
局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项目通过质量
评定获得第一名。就是这次全力以赴的支
援，让朱觉生带领的直属队赢得了中建六
局的信任。此后，中建六局上海、抚顺、大
连的很多工地上都出现了这支直属队的
身影。

让朱觉生名声大噪的还有位于上海
董家渡的保险大楼工程。1991年，朱觉生
带领直属队进驻施工，经过一年多严格的
质量管理，工程由原来的质量平平，一下
子被评为上海市优质工程。

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时任上海
市建设银行下属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的李
祖标和工程师朱棣一下子就看中了朱觉
生，邀请他参建上海银海大厦。双方谈
了两次，但都因价格没谈拢。“好的质量
就需要好的价格。”朱觉生坚持己见，最
后对方还是决定请朱觉生去施工。而朱
觉生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上海银海
大厦完工后，因其高质量引起了整个建
行系统的轰动。

上海银海大厦总承包广东八建董事
长陈思生开出50万元年薪，希望朱觉生去

他的公司。“是启东市建工局培养了我，我
怎么可以为了这50万就离开生我养我培
养我的土地。”面对丰厚的工资待遇，朱觉
生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执着追求一辈子
对于工程质量，朱觉生一直有着执着

的追求。正是这种执着，让他收获满满。从
1993年到2006年退休，朱觉生连续做了
12个上海白玉兰工程，2个扬子杯工程，2
个长城杯工程。最让他自豪的是，2002年
他承建的上海静安区三鑫花园一举崭获
鲁班奖。

住宅楼评鲁班奖非常困难，当年鲁班
奖80个指标中，只有2个是住宅楼，而且
需要居民入住两年后才能申报，在评定的
时候必须零投诉。当时，朱觉生承建的三
鑫花园面积7万平方米，500多居民没有
一户差评。也正是这个工程，让朱觉生获
评“中国建筑骄子”“中国优秀项目经理”。

一辈子追求质量，在朱觉生眼里，工
匠精神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延续，而他也正
努力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在启东建筑队
伍中发扬光大。

朱觉生带领400人的援建队伍赶赴新疆，在7个月内完成建设任务——

匠心雕琢建筑人生

眼下正是柑橘成熟
的季节。11月15日，惠萍
水果小镇一棵棵橘树上
果实累累，压弯了枝头，
果农忙着采摘，打包出售
给上门购买的客户。今年
水果小镇的橘子皮薄、味
甜、口感好，吸引了不少
回头客。 潘杨摄

橘子熟了橘子熟了

实在事干实在
（上接第1版）

汇东新村加强控违宣传教育
本报讯 近日，汇东新村社区在小区

门口开展控违拆违展板宣传教育活动，进
一步强化属地监管，加大查违控违力度。

下阶段，社区将广泛宣传，完善机制，
加强巡查，杜绝出现新增违建，力争将问
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早发现、早制止、
早整改。 （成宏）

启东汽车客运站升级改
造母婴室

改善哺乳环境
提高服务水平
本报讯 11月13日，在启东汽车客运站的

候车大厅内，一间特殊的房间吸引着过往乘客的
目光。40多平方米的房间小却不失温馨，贴满卡
通墙纸的墙面引得过往的孩子纷纷探头观看，房
间内婴儿床、尿布台、沙发，哺乳椅、冰箱、电视、
微波炉、饮水机、化妆台、洗手池、儿童书画、玩具
等基本设施，一应俱全。

“爱心母婴候车室”旨在为婴孩提供良好的哺
乳环境，促进车站服务提档升级。据了解，启东客运
站自10月10日起启动母婴候车室升级改造工作，
历时一个月，将原有的母婴室升级装修，焕然一新。
母婴爱心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独立隔开
了哺乳区，特别配备了哺乳椅和尿布台，避免了宝
妈们在公共区域喂奶和换尿布的尴尬，同时，给稍
大的儿童准备了动画片和儿童刊物，等候客车时多
一点娱乐时间和空间。 （黄晓燕 顾蓓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