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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立平）日前，有
网友在东太湖论坛发帖《为何松陵大
桥进入西环高架入口处设置红绿
灯？》。帖子称：“那两个红绿灯设置
得特奇怪，没有时间显示，10秒左
右就跳成红灯了。我看有些司机直接
忽略掉，但有很多司机会停下来。”

当天下午，记者经过该处路口
时，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从松陵大桥
往西，进入友新高架入口主匝道后，
在坡道中间位置的上方，设置有两个

独立的交通信号灯，正好对应匝道的两
条机动车道。

这两个信号灯，不断地从红灯闪到
绿灯，之后又闪回红灯。而且，两个信号
灯并不是同时闪动，先是一个从红灯闪
为绿灯，然后都变成绿灯，几秒钟后又都
变成红灯。当记者开车经过此处入口匝
道，准备上高架时，记者车子所在车道上
方的信号灯，恰好从绿灯变为红灯，记者
下意识地点了一下刹车。此时，跟在记者
后面的一溜车子也停了下来。幸好，大家

车速不快，否则就有追尾的可能了。
有网友跟帖表示，此处信号灯正好

设置在坡道上，这样来回闪动，很容易
造成追尾。发帖网友表示：“真的很不
方便，我一天走两次。还有，停下来吧
影响后面的车，不停下来又怕被罚，纠
结中。”

记者于次日致电吴中交警大队越溪
中队，一名交警得知情况后表示，马上
安排人前去查看核实。数小时后，记者
再次致电询问结果，该交警表示情况已

核实，确如记者所说，信号灯出现了异
常，他们已将情况反馈给有关部门，会
尽快处理。昨天下午，记者再次前往该
处入口查看，发现那两个异常的信号灯
已经关闭，不再作任何显示。

“此处信号灯主要用于限流，当高
架上的车流量过大或出现拥堵时，会临
时关闭入口，那时限流信号灯就会显示
为红色。”那名交警告诉记者，平时，
该信号灯就应当处于关闭状态或始终显
示绿色，将其关闭并不会影响交通。

西环高架入口限流信号灯异常
目前已关闭 不影响交通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妈
妈的性格截然不同。爸爸平时
比较深沉，不太说话，我和哥
哥比较怕他，而妈妈则很开
朗。”面对记者，陈耀庭、谢
聚璋烈士夫妇的女儿陈小炎
说，“但他们在对待生活和国
家大事上有很多共同点。”

陈耀庭1932年出生于震
泽，1955年 9月以调干生身
份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在校
期间与同学谢聚璋相识，毕业
后两人结婚，被分配到江西任
教。

那时生活困苦，但夫妻两
人总是尽量让两个孩子过上好

的生活。他们喜欢做灌香肠、氽
花生米，周末带着孩子们去公园
里野餐。

在对待国家大事上，他们的
态度也是一致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
耀庭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
这场运动提出反对意见。在妻子
谢聚璋的配合下，他先后写下了
13篇文章和14封信，共10余万
字。

1967 年 12 月，陈耀庭被

捕，1970 年 3 月被判处死刑。
谢聚璋于 1968 年 2 月 11 日被
捕，1971年7月11日死于劳动
农场。

“妈妈寄给我南通外婆的家
信写了两张纸，其中有一张半都
是关于我的事情，她很爱我。”
顿了顿，陈小炎说，“妈妈去世
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陈耀庭夫妇被捕时，陈小炎
才五六岁。直到1980年中共江
西省委为陈耀庭、谢聚璋平反昭
雪，她才了解到他们的事迹。

“当时我刚18岁，只是觉得
震撼，想不到我的父母竟然能有
这样的英雄壮举。后来我年纪渐
长，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再看他
们的事迹，回忆他们和我的相
处，更能理解他们在小家和大家
之间取舍时的心情，感受到他们
对家国的责任心和正义感。”陈小
炎说，由于父亲是震泽中学的学
生，学校曾邀请她去做讲座，她
跟学生们讲，要认真读书，做一
个有担当、以国家大事为己任的
人。

陈耀庭谢聚璋烈士夫妇：用生命捍卫真理
见习记者 倪书喆

日前，首届“存志杯”校园艺术节活动在同济大学附属吴江存志外国语学校举行。来自奥林清华幼儿园、艾
尔顿幼儿园、横扇中心幼儿园、新世纪幼稚园等学校的小朋友参与演出。

演出现场，小朋友们表演了啦啦操、合唱、武术、街舞等多个节目，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图为演出
现场。 （何清摄）

萌娃展风采

本报讯 （季红亮 记者贾
黎）近日，吴江海事青年应急分
队在震泽海事所的码头，开展了
2019年第一季度水上搜救应急
处置操作技能“大比武”，以进
一步掌握水上搜救技能，推动水
上搜救应急处置实战演练工作，
全面锻炼搜救队伍。

比赛中，青年应急分队的
20余名队员分成3个小队，比
拼了冲锋舟组装、驾驶及人员搜

救，抽水泵组装、使用及抢险排
水，操作无人机抛投救生衣等多
个项目。比赛中各小队展开了激
烈角逐，队员们在提高了技能水
平的同时，也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据悉，此次技能比赛还增加
了无人机操作项目。在比赛中，
队员们发现了无人机在实际应用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
方法，为在恶劣环境下开展水上
搜救提供了新思路。

吴江海事青年应急分队
开展技能“大比武”

本报讯（记者陈空） 4月12日，一名老人
来到吴江日报社，说要寻找自己失联近两年的
儿子潘雪华。

老人名叫潘陆金，住在吴江开发区，今年
65岁。据了解，3月26日，潘陆金的妻子沈巧
珍被诊断出胆管癌晚期，现在在苏州永鼎医院
住院部。今年已经67岁的她，最大的愿望就是
见儿子最后一面。

“我一直在找儿子，只要有消息说谁见过
他，我就会去求证，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实在
没有办法了，我们才想到发寻人启事。”潘陆金
说，最后一次见儿子是在2017年7月，之后就
因为各种原因联系不上了。现在妻子病重，家
里还有一个7岁的孙子，他希望儿子看到消息
后能早日归家。

在潘陆金向本报求助之前，潘雪华的姐姐
杨雪芳已于3月28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
寻人消息，但没有任何结果。希望知情者能与
潘雪华家人联系。姐姐杨雪芳的联系电话是
17314912928，父亲潘陆金的联系电话是
17085298653。

“孩子，你快回来”
病重老母想见失联儿子最后一面

本 报 讯 （记 者 俞 佳 佳）
2019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笔试结果将于4月16日由
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发布。届
时，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网站查询笔试成绩。

记者了解到，考生如对本人
成绩有异议，可自4月16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凭本人身份证向
所在地级市的考试机构提出复核
申请，由当地考试机构集中报送
省教育考试院，再报送教育部考
试中心统一复核。复核时仅查询
登记分数是否准确。

据介绍，该笔试的单科成绩
有效期为两年。

上半年教师资格考试
笔试成绩明日发布

本报讯（记者张婷）寄一份包裹，送一份
关爱。4月11日上午9点半，在区邮政局南门
网点，青禾橙家幼儿园的师生代表收到了邮
政工作人员提供的捐赠凭据。当天，他们捐
赠了50个“爱心包裹”，送给贫困地区的小学
生。

据悉，“小包裹，大爱心，圆梦2019”爱
心包裹捐赠活动自上月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截至目前，活动主
办方已成功收到600多个“爱心包裹”。

据悉，“爱心包裹”捐赠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中，有捐赠意愿的市民可前往全区26个邮政
网点认捐，助力贫困地区的家庭改善生活学习
条件。

600个包裹
彰显“大爱吴江”
“爱心包裹”捐赠继续进行中

近日，网友在东太湖论坛上传一
张图，一男子在轨交车厢内，把扶
手横杆当成了单杠，正做着引体向
上。此图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网
友跟帖认为，只要不妨碍他人，该
男子的行为并无不妥；更多的网友
跟帖提出，轨交车厢是公共场所，
在扶手横杆上做锻炼，与躺卧在坐椅
上类似，都属于不文明行为。

正如一部分网友所说，轨交车厢
属于公共场所，乘坐轨交必须遵从文
明规范。2016 年施行的 《苏州市轨
道交通条例》，明确了车厢内的各类
禁止行为，虽未直接提到不准乘客在
扶手横杆上做引体向上，但其中有一
条为禁止“其他影响轨道交通公共场
所和设施容貌、环境卫生、运营秩序
的行为”。显然，该男子的行为影响
了轨交运营秩序，对公共设施也可能
带来破坏，属于禁止的范畴。

该男子利用空闲时间锻炼一下，
本该鼓励，但他选错了锻炼的地方。
列车在运行中，他做引体向上时若没

抓稳，摔倒在车厢内，容易导致自己
受伤。在他的正前方，座椅上坐着一
名乘客，若他的腿脚踢到了乘客，则
可能伤及无辜。由此看，该男子的行
为不仅不符合乘车规范，还暗含着意
外风险，确实有失文明和安全。

文明乘车是文明城市的一面镜
子，每一个乘车人的举止，叠加起
来，就构成了整个城市的乘车环境。
我们都期望自己乘车时，能有一个文
明、守序、安全的环境，但这个环境
的营造，需要每一个乘车人自觉遵从
文明乘车规范，也需要大家的互相监
督。

健身该鼓励但需选对地方
刘立平

“引滦入津”：一座流动的丰碑
（上接 01 版） 按工程规划，

川流不息的滦河水，自河北穿燕
山余脉，循黎河水道，自潘家
口-大黑汀水库流向于桥水库，
跨越两百余公里流入天津。

1982年5月11日，引滦入
津工程开工。

一湾水，将津冀两地紧密相
连。

子弟兵，爱人民

“引滦精神就是为民造福！”
已经90多岁的原铁道兵第八师
师长刘敏在接受采访时说。

1982年 1月，刘敏所在的
原铁八师正式接到命令，参加引
滦入津工程。在寒冷的冬季，部
队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
打开了进入各个斜井口的通道，
抢盖了临时住房五万余平方米，
比预计准备工期快了1个月。

施工期间，铁道兵并入铁道
部，铁八师编制撤销。30多年
过去，刘敏对于部队“最后”一
次任务，记忆犹新。

施工中，原计划通过10余
个隧洞增大工作面来加快工程进
度，谁料地下情况复杂，时常塌
方，还牺牲了不少战士，废弃两
个隧洞后重凿新洞才能赶上进
度。

铁八师正是负责其中引水隧
洞的关键部分，而部队撤销的消
息突如其来，基层战士们一时难
以接受，工程进度大受影响。

部队和官兵将来怎么办？询
问的信件将刘敏的办公桌堆得满
满当当。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传来
了好消息：天津市同意相关部队
战士都在天津落户转业，并得到
天津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原本不知如何是好的战士
们，一下子有了底气：有天津人民
做后盾，什么工程都不在话下。

1983年9月11日，甘甜的

滦河水流入天津。“吃水不忘挖
井人”——许多参与工程的战士
就此留下，成为天津人。

绿山水，真金银

进入21世纪后，受铁矿石
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黎河沿岸
出现了大批的采矿企业，当地山
体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为了
增加收入，滦河沿线养殖业悄然
兴起。水体，开始遭受污染。

寻找保护环境与当地居民增
收的平衡点，成为区域流域管理
的重难点。

为此，河北省加大引滦入津
沿线污染治理力度，加快实施上
游潘家口-大黑汀水库库区网箱
养鱼清理工作。截至2017年 5
月，潘大水库网箱清理工作已全
部完成，共清理网箱79575个、
库鱼1.73亿斤。

记者了解到，身处下游的于
桥水库周边的居民们也经历了南
岸搬迁、退耕等整治行动。

家住天津市蓟州区白庄子村
的孙大娘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按
照土地征用面积每年每户给予补
偿，还组织集中种植蓝莓、金银
花等高产值作物，“现如今环境
更好了、收入更高了”。

2017年 6月，天津市正式
与河北省签订了《关于引滦入津
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2016年至
2018年，河北省、天津市各出
资3亿元共同设立引滦入津上下
游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专项用于
引滦入津水污染防治工作。此
后，津冀两地还将持续探索流域
治理的区域协同新模式。

30多年过去，南水北调等
多重引水工程的实施，滦河水已
不再是天津唯一的用水来源，但
引滦精神及其区域协同的治理经
验，在津冀人民心中，是一笔珍
贵而永久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