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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的大厅 身份的象征

超大宴会中心
100桌无柱大厅已经营业

《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对燃气
管理工作职能分工是怎样规定的？

盛大的国庆 70周年阅兵让人激
情澎湃又倍感自豪，接受祖国和人
民检阅的47个地面方队、12个空中
梯队中，出现了通州好男儿的飒爽
英姿。据初步统计，邱杨、纪垚
楠、杨烨和施张伟等 4名通州军人
参与了这次的阅兵礼，他们分别出
现在联勤保障部队方队、空中受阅
梯队、院校科研方队和陆军方队方
阵。

首次亮相阅兵式的联勤保障部
队方队出现后，电视镜头给了第一排
面第 17名士兵一个特写，他坚毅的
面孔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这名士兵
就是金新街道金南居的邱杨（见右图

左一）。
邱杨是去年从扬州大学毕业后

入伍的，当时家人都希望他毕业后直
接工作，“但他说他有个军营梦，青春
里必须要有一抹绿，我们就支持他
了。”邱杨的妈妈杨宏梅笑着说，儿子
自小比较内敛，这次参加阅兵式都没

告诉她，偶尔电话联系时只说在外面
执行任务，直到 8月底部队领导打电
话来她才知道，儿子被选拔去参加阅
兵式训练了。

邱杨身高 190厘米，新兵连结
束不久就和一批战友被选拔进了阅
兵方队。入选国庆阅兵方队要经过
严格的反复遴选，邱杨不仅没被淘
汰，还被安排在了第一排面。杨宏
梅说，当初儿子进部队时，她就对
他说：“好好干，部队让你做什么，你
就去做什么，而且得做好。”在这样的
言传身教下，邱杨在训练中坚持到了
最后。这次在电视里看到邱杨，是杨
宏梅自儿子当兵以来第二次见到。
方阵里的邱杨身姿挺拔，眼神坚毅，
特别帅气。“电视里看他明显黑了瘦
了，后来看到他发回来的免冠照片，
额头和脸成了‘黑白配’。”杨宏梅说
她当时心疼得哭了一场，“不过，儿子
也成熟了，这个兵当得值，感谢部
队。”

阅兵式结束后，邱杨打电话给杨
宏梅，说自己非常激动，作为一名光
荣的解放军战士他感到非常自豪。

“我也为儿子骄傲、为国家自豪。”杨
宏梅说。

金沙街道天熹苑的纪国新和杨
宏梅也有着同样的激动心情。他们
的儿子纪垚楠驾驶武装直升机，和战
友一起组成“70”图案从天安门上空
飞过，他的机位在“7”字第一排第四
架。2011年从通州高级中学毕业的
纪垚楠高二时就参加了空军招飞，经
过层层体检，结合一本分数线以上的
成绩，纪垚楠被空军定检录取，现为
陆军航空兵某部少尉。

石港镇的杨烨和施张伟也参加

了阅兵式。杨烨现为国防科技大学
研二学生，由于表现突出，成功入选
此次阅兵仪式院校科研方队。杨烨
的妈妈杨琴心情很激动：“我十分高
兴，有国才有家，国家繁荣昌盛，人民
才能幸福，希望杨烨在今后的学习工
作中继续努力，作出贡献。”施张伟今
年才20岁，2017年参军，目前在北京
卫戍区服役，阅兵式上他出现在陆军
方队里。

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陈炎

你们是我们的骄傲

国庆阅兵式上的通州军人

国庆期间
全国接待国内游客7.82亿人次

同比增长7.81%
今年的国庆假期文化旅游市场消费活跃，经文化和旅

游部综合测算，国庆7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82亿人次，
同比增长 7.81%；国内旅游收入 6497.1亿元，同比增长
8.47%。

我国西部地区
最长的全地下轨道交通全线贯通

由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参与投资建设的成都地铁6
号线10月7日实现全线贯通，这是我国西部地区最长的全
地下轨道交通线路。成都地铁6号线全长68.4公里，为贯
通成都主城区南北向的全地下地铁骨干线路。线路预计
2020年开通运营，届时将极大缓解成都中心城区南北向交
通压力，进一步促进成都轨道交通加速成网。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于笑 顾俞）10月7日是国庆黄
金周最后一天，通州客运站迎来了客流返程高峰。上午八点，
通州客运站的候车厅内人头攒动，人们排队候检。出发去南京
上学的大学生李菲菲表示，虽然错峰出行可以避免拥挤，不过
假期宝贵，还是选择长假最后一天返程。7日，我区长途加班46
班次，运送中长途旅客4365人次，公交客流量也随之攀升，达到
2.99万人次。

今年国庆黄金周全区公路客运仍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
流为主，流向以杭州、上海、黄山和本省苏南等周边城市居多。
我区根据客流实际情况，备足运力，在高峰时段适时加密班
次。期间，区运管部门严格履行“三关一监督”职责，督促客运
站认真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规定，运用科技手段强化了
对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客运车辆的动态监控。

运管部门监管得力，运输部门守土有责。10月 1日凌晨 5
点，南通汽运集团通州畅行公交882车队全体管理人员全部到
岗到位，召开车队安全领导小组会议，开展“9·28”长深高速特
别重大事故警示教育，部署安全运输工作。随后，车队管理人
员分成三个组开展隐患大查改，由机务员和班长组成的机务查
改组负责轮胎、安全锤、安全带、灭火器等重点安全设施设备的
检查，由副队长和安全员组成的“一日三检”督查组负责督促指
导驾驶员做好车辆日常检查，由车队长负责源头告知、嘱咐，确
保人人受教育、车辆无隐患后方可发班。

国庆期间，我区共投入营运车辆 365辆，23022个客位，累
计发送525班次，其中包车162班、加班车42班，安全运送旅客
22.7万人次，其中公交客流20.46万人次，中长途客流2.24万人
次。客流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减少，公交客流下降了4.45%，
中长途客流下降了7.05%。全区运输秩序井然，没有发生重特
大交通事故和旅客滞留现象，实现了旅客运输安全、便捷、畅
通、有序的目标。

国庆黄金周我区安全运送
公路旅客22.7万人次

金秋九月，在通州刘桥镇，记
者见到了原南通英雄建设集团董事
长沈国钧，76岁的他谈笑风生。在

那个“揣把泥刀”讨生活的年代，
他曾经带领着他的“英雄”团队在
天寒地冻的大庆奋战了6个年头。

沈国钧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1968年退伍后换过几份工作：做过
供销社临时工，也当过乡办企业会
计。直到1974年，31岁的沈国钧调
进原南通县英雄建筑运输站任副站
长兼技术负责人，他带着十几名泥
瓦匠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说起英雄建筑站，沈国钧如数
家珍：“在 20世纪 50年代，建筑工
人在政府领导下逐步组织起来，南
通县内各人民公社相继成立建筑
站，英雄站也是在那个时候成立
的。”此后的十多年间，南通县内发
展了 58家人民公社建筑站，基本每
个乡镇都有。但当时，建筑站没有
机械设备，员工自带灰桶、铁锹，
只能修建农村的平房。

1983年末，南通县成立了县建
筑工程局和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建
工系统的经营管理才趋于统一。进
入 80年代以后，全县从事建筑业人
员 10万余人，号称“十万大军”，

建筑施工队伍足迹遍及国内 26个
省、市、自治区。

至此，将近 30年的组建，让通
州建筑业有了整齐划一的“编制”。

组建基本完成后，正赶上了国家
大力倡导援建大庆，南通县建筑施工
队大规模北上，统一组织、统一乘车，
开启了一场难忘的“淘金”之旅。

这其中就有英雄站工程队的身
影。对沈国钧来说，大庆是他曾经
起家的“发源地”。

那是1979年3月，沈国钧带领由
196名职工组成的施工团队来到大
庆，参建大庆采油一厂友谊小区 1、2
号楼和 5、6、7号楼。“那时候条件艰
苦啊，第一年来我们挖那个冻土，一
挖两米多深，用十字镐一锄一个洞，
挖个一整天屁股都坐不下去。”回想
起艰辛往事，沈国钧百感交集，“我们
好多同志没有经验，虎口都出血了。”

经验不足就要勤学取经。不甘
落后的英雄团队想法子向当地施工
队请教，终于攻克了这个难题。来
大庆后，气候的变化让沈国钧得了
肺炎，赤脚医生诊治后无效，只能

再到医院挂水。“我不放心工地，挂
了水、打了针，我还跑到现场去
看，那时候现场每 50米就有个电线
杆，跑到现场身体支撑不住了，我
就在电线杆上靠一靠，然后再跑 50
米，再靠在电线杆上休息一会儿。”
沈国钧回忆说。

大庆有“铁人”，通州有“铁
军”。在大庆的时候工地上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吃三睡五干十六。就是
每个建筑工人每天吃三顿饭，睡五
个小时，干十六个小时。正是凭着
这股拼命三郎般的精神，英雄团队
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建设、当
年竣工”的“三当年”。这也让南通
县建筑施工队伍名声大噪，赢得了

“建筑铁军”的赞誉。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至 1992年底，南通县建筑公
司在新疆、内蒙古、七台河等 14个
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到 2008年，通
州在上海、北京、南京五大主力市
场的施工人数超过 10万人，完成建
筑业总产值占全市总量的61.9%。

记者印春湘 通讯员张红梅

编者按：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通州地区建筑业粗

具规模，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

变革，通州建筑业已经从原始

的“以谋生计”成长为如今的

千亿级富民产业。与其说这

是一部变迁史，不如说是一部

奋斗史。其中展现出来的通

州建筑铁军精神在时代的洗

礼中越发坚韧不拔，经过数十

年的时代变迁，通州建筑铁军

身上体现的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敢创新的铁军精

神得到传承和发扬。

不怕苦！“吃三睡五干十六”崭头角
——看通州建筑业变迁中的铁军精神传承（上）

在通吕运河通灵桥周边，原先

扎堆的污染企业不见了踪影，随之

而来的是舒心养肺的绿化区域。通

灵桥区域生态绿化是我区重要的城

市生态建设项目。2018年，我区投

入 3750万元在该区域实施景观绿

化工程，在拆除污染企业后平整出

的 13万平方米土地上种植了两万

多株林木。如今的通灵桥区域一派

生机盎然。

卑多敏 张红梅 摄影报道

“城市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