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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顾建明 记者刘
立平）正月还未完，清明扫墓
季又将来临，位于同里镇北的
九松公墓将再次迎来踏青扫墓
高峰。昨天，同里交警中队发
布九松公墓扫墓提示，从本周
末开始将安排警力加强安保工

作，并在高峰期对部分路段实
施交通管制措施。

该中队预计，今年前往扫
墓的机动车在3万辆次以上，
非机动车在5万辆次以上，扫
墓人次在18万至20万之间。
根据3月下旬的休息日和清明

节的放假安排，3月17日、18
日将迎来第一次扫墓小高峰，预
计两天里约有15000人次前往
扫墓。

更大的扫墓高峰，将出现在
此后的两个双休日和清明节：3
月24日、25日，预计约有40000
人次前往扫墓；3月31日、4月1
日，预计约有50000人次前往扫
墓；4月5日清明节当天，扫墓
人次预计在30000以上。

该中队将在3月17日、18
日两天，每天安排10名警力前
往墓区执勤；3月24日、25日
和3月31日、4月1日以及清明
节当天，每天安排20名以上警
力在墓区执勤。执勤人员将从早
上6点开始在墓区外围道路执勤
指挥，维护墓区交通秩序。届
时，松周公路墓区段将临时设置
中心隔离带，禁止车辆在该区域
内掉头，并在松周公路与长港路
口、同津大道与江兴东路这两个
交叉口实行过境货车绕道通行的

管制措施。
对扫墓车辆的停车问题，该

中队给出了安排建议。一是公墓
设有临时停车场，车位在150个
左右，主要提供给车内有老人或
残疾人等行动不便市民的车辆停
放，并实行南进西出的单向行驶
措施；二是中队将在松周公路
（公交站台除外）、长港路、同津
大道北沿段的两侧设置临时停车
点，供扫墓车辆停靠。

祭扫车辆前往墓区的通行线
路，该中队也给出了建议。

东面方向过来的祭扫车辆，
一是从松北公路转入同里镇环湖
西路、富观路再左转进松周公
路；二是从苏同黎公路沐庄红绿
灯路口往西转入周松公路到达九
松公墓；三是从松周公路一直往
西直接到达墓区。

西 面 方 向 从 227 省 道 、
G15w 高速 （苏嘉杭）、周湖
线、东太湖大道、云梨路、江兴
东路过来的祭扫车辆，汇聚到同

津大道与江兴东路路口，再往东
1公里即到达墓区。

此外，松陵城区的市民可选
择乘坐733路公交车前往墓区扫
墓。

交警提醒将前往扫墓的市民：
祭扫的车辆、市民要服从现

场交警指挥，把车辆停入墓区的
临时停车场或交警指定的各临时
停车点。

祭扫集中的日子，8∶30—
10∶30将是祭扫高峰时间，请有
条件的市民尽量避开高峰。

墓区的镇马线、长港路，与
周松公路、同津大道北沿段是环
通的，请停入临时停车场的车辆
在扫墓完毕后从镇马路绕道同津
大道返回。

在扫墓高峰期，请不是必须
经过松周公路的车辆，尽量绕开
松周公路行驶；必须经过松周公
路的过境车辆要服从现场交警的
指挥，慢速通过，以避免造成道
路拥堵。

同里交警发布九松公墓扫墓提示
本周末迎来扫墓小高峰，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阳光
明媚，吴江胜地生态公园迎来
了春节后首个游览高峰期。

据园方不完全统计，上周
六和周日，同时在园内游览的
游客最高峰时分别达到3万多
人。“比开园时来的游客还要
多，公园四周能停车的地方都
停满了。”胜地生态园有限公
司总经理邱国宏介绍。

昨天是植树节，尽管是工
作日，公园内依旧有不少的市
民。邱国宏带着记者，实地介
绍了胜地公园内的树木之美和
今后可观赏的花景。

春季观赏花期已到来

在公园的几处梅林，盛开
的梅花吸引了市民的注意。

据邱国宏介绍，靠西大门
的一片梅林已花开二度了，东
部最大的一片梅林则刚刚开始
怒放，当下正是观赏的好时
节。

下个月，樱花将开始绽
放，公园的樱花林可以观赏。

4月下旬，牡丹岛上的牡
丹将陆续绽放。岛上有12个

牡丹品种，6000 多株牡丹，
有些品种比较名贵。

5月可观赏月季和玫瑰，
5月底则可以观赏柳叶马鞭
草，花期至11月底。

森林“氧吧”适宜散步

公园的东南角，有一大片
森林，这里是原八坼苗圃的种
植基地。

走进森林，道路两边是成
片的树林，河道环绕，犹如一
个天然“氧吧”。林中树木品
种丰富多样，让这里成为了一
个树木博览园。林中还建有自
行车道、木栈道和休憩点，市
民可以骑车在其间漫游。

“在天然‘氧吧’里散
步，对身心特别好。”邱国宏
介绍，这片树林正在进一步建
设中，目前处于半开放状态，
前来游玩的市民相对不多。

观鸟赏水“渐入佳境”

在公园中央的最大一片湖
面上，记者看到，几群野鸭正

在游弋，而几只白鹭则飞在浅
水区，游客纷纷拿起手机拍
照。

邱国宏介绍，公园的水环
境特别好，一年四季都有野鸟

前来栖息，目前正是观赏野鸭
的好时候，园内至少有数百只
野鸭落户。下个月将是观赏白
鹭的好时候，到时会有成百上
千的白鹭集聚园内。

他建议市民，可以根据园
内各个生态景点的时序，前来
赏景休闲。在赏景之时，也请
注意保护环境，做到文明游
园，共同呵护美好春光。

胜地公园迎来游览高峰期
赏什么、怎么赏，这些建议值得收藏

本报记者 刘立平 实习记者 何清

本报讯（记者史韫倩）为
进一步绿化校园，构筑师生学
习和工作的优美环境，昨天，
北厍中学开展了以“学雷锋，
争当绿化志愿护工”为主题的
绿化养护活动。

当天上午，北厍中学的同
学们抡起锄头、带着化肥，有板
有眼地当起了绿化“养护师”。
大家分工合作，有的除草，有的
松土，有的施肥，干得热火朝天。

据悉，长期以来，校园绿
化工作都是由学校后勤人员负
责，由于绿化面积大、人力有
限等因素，今年，同学们在学
校的号召下，纷纷志愿加入到
校园绿化的队伍中，帮助后勤
人员养护绿化，争当绿化“养
护师”。据北厍中学老师介绍，
本次活动以绿化为载体，希望通
过生活化、体验式的方式，增强
学生的绿化意识和环保意识。

北厍中学开展绿化养护活动

争当绿化“养护师”
本报讯（记者颜贝贝）

昨天下午，由亨通集团与七
都镇团委共同主办的“植绿
护绿”环保宣传活动在七都
广场开展。活动以“3·
12”植树节为契机，向七
都居民普及环保知识，提
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共同
建设绿色家园，让环保理
念真正走进社区、走进生
活，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能

够自觉做到保护环境、节约
能源。50多名志愿者参与
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
过植绿护绿小知识宣讲，让
居民对环保植树有了初步
的认识，然后发放传单，
向居民宣传绿色环保理念
及植树对于改善环境的
帮助，并让居民签署环保
护绿倡议书，做“绿色护卫

者”，自觉爱护花草，尽量不使
用一次性塑料袋和筷子。另
外，活动中，志愿者还向居民
免费发放小绿植，让居民体验
到种植的乐趣，感受种植的意
义。

“现在空气环境没有以前好
了，多种点树可以改善空气质
量，还可以美化环境，我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居
民朱女士告诉记者。

让环保理念走进生活
七都开展“植绿护绿”环保宣传活动

本报讯（曹志伟 记者冯秋
月）春节过后，我区水路运输市
场陆续恢复常态，区海事处切实
加强辖区水路运输固体废物的监
督检查，严查船舶非法转运生产
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的情况。近
日，区海事处夹浦桥执勤点连续
查获2艘载运固体废物的船舶，
我区海事部门与环保部门联合执
法，当即对船舶存在的水上交通
违章行为进行处罚和纠正，并遣
返回船舶始发地。

当天下午2点左右，夹浦桥
执勤点的海事人员在京杭运河吴
江段例行巡航时发现，在吴江区

港务大码头附近水域，有2艘载
有疑似固体废物的船舶正由北往
南航行，海事人员立即上前拦截
并登船检查。

经调查了解，这2艘船是从
无锡装载泥土到汾湖高新区（黎
里镇）某公司卸货的，船舶装
载的泥土是无锡某集团退役场
地污染土壤修复后的泥土，属
于固体废物，对我区水体环境存
在安全隐患，依据有关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吴江海事部门与环保
部门联合执法，对2艘船舶予以
相应处罚，并将2艘船舶遣返回
无锡。

2船舶非法转移固废
海事环保联合执法处罚违章行为

本报讯 （记者蔡铭越） 10
日傍晚 18 点 25 分，一辆满载
苗木的农用汽车缓缓驶入 258
省道桃源收费站一车道，由于
车上装载的密密麻麻的苗木树
枝影响了驾驶员的视线，车道
内的一排排隔离护栏被刮倒
了，眼看汽车就要刮蹭到称重
区的光膜器，当班的稽查员当
机立断，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
提下，迅速跑到车前示意驾驶
员停车。

该农用汽车的司机看到稽查
员的示意，赶紧将车停了下来查
看情况，“幸亏你们发现及时，
不然撞坏收费设施不仅影响你们
的工作，还会给我带来经济损

失，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我车上
的树木多且树枝分散，现在我该
怎么办？”司机焦急地说。桃源
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安慰道：“你
别急，我们试着一起帮你把车推
出车道。”随后，工作人员开启
车道指示红灯，指挥后面车辆分
流通行；接着扶起被刮倒的护
栏，一起使劲将车推到岗亭之
外，几分钟后，该农用汽车安全
离开了车道。

面对司机的连声道谢，桃源
收费站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我
们分内的事，我们也提醒过往的
车辆，如果车身过大，请走超宽
车道，车载苗木时建议用绳子捆
紧，便于通行。”

农用汽车“太胖”险卡住
桃源收费站齐力助脱困

本报讯（记者史韫倩）昨天
上午，吴江中学举办2017年度
十佳“四有”教师颁奖仪式，张
亮、叶新建、吴昊、刘萍等十名
教师获得表彰。

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的“四有”教师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为响应
这一号召，全面提高教师师德素
养和业务水平，自2017年12 月
以来，吴江中学在全体教师中开
展了争做“四有”教师活动，并
通过教研组推荐、师生投票和校
长室审议等环节，评选出吴江中

学 2017 年度十佳“四有”教
师。“作为此次十佳‘四有’教
师的一员，我觉得很自豪。我会
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全身心地
投入到工作中，从方方面面关心
学生、爱护学生。”吴江中学语
文老师须海萍说。

据悉，吴江中学还将继续推
进“四有”教师评选活动，让受
到表彰的老师以高尚的师德情
操，诠释“身正为师，学高为
范”的师德风范，以模范标杆的
姿态引领吴江中学全体教师全身
心投入教育教学，全力推动吴江
中学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树立模范标杆 提高师德素养

江中十佳“四有”教师出炉

本报讯 （记者黄明娟） 11
日下午，2018黎里古镇“社区
联动，百姓显宝”曲艺表演活动
在庙桥广场精彩上演，这也意味
着持续近3个月的曲艺表演正式
拉开序幕。

下午1点，锡剧表演《黎里
古镇》率先唱响古戏台，富有江
南水乡民间音乐特色的演出，柔
和抒情，轻快悦耳，吸引了不少
居民闻声而往。演出内容以古镇
为元素，让居民在欣赏中寻找共
鸣。首场演出还有越剧、沪剧等
传统戏曲剧种。

据介绍，2018 黎里古镇
“社区联动，百姓显宝”曲艺表
演活动由兴黎社区、振黎社区、
黎新社区、黎里旅游公司主办，
苏州市吴江区助力社工服务站承

办。活动演出团队有黎花戏曲
团、黎里百姓戏曲团、黎里古镇
牡丹舞蹈队等本地民间团队，也
有盛泽红艺越剧团等“兄弟”团
队。活动的举办，一方面将有助
于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古镇文脉，赋予古镇新的生
命 力 ， 助 力 打 造 “ 文 旅 小
镇”，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另
一方面，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
表演，不仅丰富了外来游客的古
镇旅游体验，也丰富了黎里古镇
百姓的生活。

曲艺表演活动自11日启动
后，每周日下午1点将在庙桥广
场精彩上演（雨天顺延），持续
至5月底，“五一”小长假更将
连演3天，让居民及游客过足戏
曲瘾。

社区联动 百姓显宝
曲艺表演活动丰富黎里古镇内涵

临时停车示意图

市民在生态园内观赏梅花市民在生态园内观赏梅花。。（（何清何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