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一版）父老乡亲们永远会记住您，走好我的好
兄弟杨宝森医生！”网友娟子说：“让这么多村民敬
重，不是一朝一夕就有的，这样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值
得宣扬！”网友玛小丽留言说：“看完杨医生的事迹报
道，泪流满面。从医48年，一路风雨，只要村民一个
电话，一个口信，他都风雨兼程赶到患者身边，无怨
无悔服务于当地群众。他用行动践行救死扶伤的美
好医德，他用妙手托起医者仁心！杨医生，一路走
好！”网民徐克俊留言：“48年，能够坚守平凡并倾心
付出，就是最大的不平凡！向杨医生学习致敬！”网友
浮生留言：“在争创文明城市的冲刺关口，正是像杨
宝森这样默默无闻、敬业为民的高邮好人，丰厚了高
邮文明城市的底蕴，垒起了高邮文明的高度。这是卫
生系统的骄傲，高邮人民的骄傲，高邮好人的典型！”

14日下午，新华日报“交汇点”用较长篇幅详细报
道了乡村好医生杨宝森的事迹。网友们纷纷留言：“感
动，平凡世界中的医者仁心！”“太让人感动了！”……

草鱼价格高 虾类跌幅大
本报讯（记者 赵妍东方）进入 6月以

来，市场上鱼虾类水产品销售开始进入旺
季。记者走访市场发现，目前，各类鱼虾价
格有涨有跌，整体价格比较平稳。其中，草
鱼价格持续走高，虾类跌幅大。

昨日上午，记者在市区中市口、南海和北
海等多家农贸市场发现，小龙虾价格已由刚
上市时的每斤50元左右跌至每斤10元到
30元、河虾降至每斤30元至50元，草鱼价
格上涨到每斤9元。

沿河市场水产区相关负责人解释道，
由于气温上升，我市各产区草鱼存塘数量
显著减少，导致商贩抢货抬价，使得草鱼价
格持续走高；而本地小龙虾即将大量上市，
价格跌幅明显。预计未来一周淡水鱼价格
将依然维持强势，虾类价格不会在短时间
内“逆袭”。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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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建设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定于 2017年 6月 16日上午
九点在高邮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六楼会议室（文游中路98号）对宋庄路3-6
号门面房（面积约 125㎡）进行公开招租，年
租金参考价 2万元；对中山路 364-8号门
面房（由北向南第二间，面积约 24㎡）进行

公开招租，年租金参考价1万元。
有意者请于 2017年 6月 15日下午 3

点前到高邮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五楼 503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每
标的需交保证金1万元。

详情登录：高邮财政网（www.jsgycz.gov.cn）
单位地址：高邮市文游中路98号
咨询电话：0514-84604320（陈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魏先生）

城管部门集中整治夜市排档初见成效
已依法取缔占道经营 510处

本报讯（通讯员 郭雨 记者 杨晓莉）
随着气温的升高，夜市烧烤经营日渐红
火，带来了一系列占道经营、油烟污染等
问题，与当前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极不相
符。日前，城管部门开展为期10天的夜市
排档专项整治行动，对主城区内“三类”夜
市大排档露天烧烤、无照经营、出店经营
进行集中整治。截至目前，已依法取缔占
道经营 510处、清理各类杂物 20皮卡，

整治行动初见成效。
据了解，此次整治“三类”夜市大排档

的范围即：文游路、通湖路、海潮路、武安
路四条市区主干道两边；金桥路、琵琶路、
蝶园路、盂城路、北海路、人民路、万金路、
长生路、老电厂路等重点道路；学校周边、
景区周边，汇富、世贸、华侨饭店等重要宾
馆周边以及市民反映强烈的路段和地点。

为确保整治取得实效，整治期间，城

管部门执法人员对主城区内“三类”夜市
大排档进行重拳打击，对经营户占道摆放
的桌椅、烧烤器具等进行了清理，并对其
营业时间作出了严格要求，同时引导烧烤
摊点使用环保烧烤设备，入室规范经营，
严禁经营户在户外从事经营活动，杜绝噪
音扰民、油烟污染，积极引导夜市大排档
等合法、规范、有序、文明经营，为文明城
市创建创造更加整洁的市容环境。

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又一“实招”———

我市举行淮扬菜春夏主题宴席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黄涛 记者 殷朝

刚）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总工会、商务
局、人社局、旅游局、供销合社总社、市
烹饪协会承办的“高邮市2017年‘迎驾
贡酒杯’淮扬菜春夏主题宴席大赛”在
盈香源大酒店举行。通过初选的7家酒
店的近50名厨师，参加了比拼。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展示淮扬菜春
夏旅游商务主题宴席为主，旨在打造全
域旅游示范区，进一步展示高邮美食的
独特魅力。参赛的宴席既有传统菜也有
创新菜。同时还融入地域文化民俗元素，

体现了淮扬烹饪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经过专家和大众评委的评选，盈香

源大酒店的水乡宴、波司登大酒店的秦
邮明珠宴、皇华国际大酒店的少游宴获
得团体赛一等奖；波司登大酒店的大煮
干丝、华侨国际大酒店的珠湖银包金、华
侨国际大酒店的八宝香肚、皇华国际大
酒店的农家米饭饼等分获淮扬传统菜、
创新菜、特色冷菜、风味面点制作个人赛
第一名。本次大赛产生的获奖者还将组
队参加扬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7年
扬州市淮扬菜春夏主题宴席大赛”。

农机“三个课堂”成扬州典范
本报讯（通讯员 贾海涛 记者 陆业斌）

日前，扬州市农机局组织扬州各县市区农
机局分管领导、农机推广站站长、农机学
校校长等 20余人，专门来邮观摩学习我
市农机教育培训“三个课堂”的开展情况。
通过听取经验介绍、进行实地观摩，大家
一致认为，我市的做法“接地气、务实效、
见效快、转作风”，可借鉴、可复制。

今年以来，我市农机部门创新农机培
训模式，灵活机动地开展了“田头课堂、大
棚课堂、库房课堂”农机教育培训，效果非
常明显。截至5月底，全市农机教育培训
“三个课堂”共办班 110余期，培训农机人
员3200多人，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农民机手
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愿望，有效地推动了
我市农机化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礼让斑马线，你做到了吗？
斑马线前，司机的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

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传递的是一座城
市的温暖。为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自今年 3月
份开始，我市对机动车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等
不文明行为加强了管理。5月 27日，又出动近 100
名警力全面查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等交通陋习
和顽症。如今时间过去了近 20天，斑马线前礼让
行人的情况如何呢？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观察和
体验。

6月 13日上午 9时许，记者来到屏淮路与花湾
路的交叉口，这一路段的车辆和行人都比较多。在记
者观察的5分钟时间里，有近60辆车从该交叉路口
驶过，其中有9辆车在斑马线前减速礼让行人，这与
5月 27日上午，记者观察到的 50辆车中不超过 5
辆车礼让行人相比，有了很大改观。除此之外，仍然
有很多电动车在斑马线以外的区域横穿马路，看上
去非常危险。

13日上午 11时许，虽然还没到下班高峰期，
但文游中路与万金路的交叉口已经车来车往，记
者走到斑马线前时，刚巧一位肩上扛着麻袋的老
大爷正在过马路，他步履蹒跚左顾右盼地走到斑
马线的三分之一处，此时一辆辆小轿车从他的左
侧车道驶来，看到斑马线上的老大爷后，小轿车们
纷纷按着喇叭从他的身旁穿过。待车辆驶远后，老
大爷又艰难地向前走了几步，这时右侧车道驶来
一辆小轿车，就在老人准备停下脚步时，小轿车减
慢速度停了下来。望了一眼停在斑马线前的小轿
车后，老大爷大步向前冲到了路边。见老大爷卸下
麻袋站在树荫下休息，记者上前采访了他。“我们
老了，走不动喽，过马路时就怕有车按喇叭催。要
是每个司机都能像他一样就好了。”望着那辆给他
让行的小轿车渐渐远去，老大爷沧桑的脸上露出
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13日下午 6时许，记者来到华侨国际大酒店南
侧的斑马线路口。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路上车辆行
人较多，斑马线上也比较繁忙。记者在此观察了十多
分钟，可能是因为有志愿者在此处协助交警维持秩
序、劝导不文明交通行为，所以斑马线前文明礼让行
人的车辆要比其他路段多很多，电动车横穿马路的
现象也有所减少。

记者从市交警大队获悉，从 3月份开始，市交警
部门采取重点路口固定执勤、重点路段上路巡逻等
方式对机动车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等不文明交通行
为加强了管理。尽管被查处的机动车较多，尽管还有
一些车辆在行经斑马线时逼得行人纷纷避让，但经
过严查严管，邮城驾驶员礼让斑马线的意识有了明
显提高，有时在一些没有交警执勤或没有志愿者劝
导的斑马线前，许多驾驶员也能做到自觉礼让行人，
令人欣喜。交警部门表示，文明交通意识的养成需要
一个过程，就目前情况来看，邮城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的陋习已有所改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广大驾驶员
将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礼让斑马线将成为邮城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周明宝 王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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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名疑似重度残疾人接受评定
本报讯（通讯员 李涛 记者 杨晓

莉）日前，为期 2天的 2017年上半年
全市重度残疾人集中评定工作落下帷
幕。经过严格评定，453名疑似重度残
疾人中有 229人符合重残评定标准，
通过了专家联合鉴定。

残疾人级别是残疾人享受相关待
遇的一个重要依据。目前，我市共有各
类残疾人 5万余人，其中持证重度残
疾人近 6000人。此次参加评定的对象

主要是残疾程度可能加重，或是对自
己之前残疾等级抱有疑虑的疑似重度
残疾人。此次评定流程采用 “排序发
号”的方法，参加评定的医生由市纪委
通过抽签方式从省评残专家库中抽
出，医生在评残过程中手机关闭。此
外，市残联还邀请市财政局、市民政局
有关负责人参与监督，现场巡视各评
残室评残过程，避免“错证”、“人情证”
等现象。

日前，我市杏林志愿者花费 5个月时间，走遍了我市各乡镇的 24所初
中，对 4380名学生开展了“青少年心肺复苏培训”活动。图为志愿者在最后
一站临泽镇川青中学对学生进行心肺复苏培训。

俞建国 东方 摄影报道

市质量强市工作暨“全国道路照明
灯具品牌示范区”创建会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房崇琴 郑玉林 记者

翟甜甜）日前，我市 2017年质量强市工作
暨“全国道路照明灯具品牌示范区”创建工
作联席会议在市市监局召开。

会议通报了我市“全国道路照明灯具
品牌示范区”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将创建
工作任务分解到各单位。参会人员就创建
口号和创建理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初步
确定了创建口号为“高邮灯具 光耀天下”，
创建理念为“绿色 智慧 卓越”。

“高邮·仪征”围棋赛打成平手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日前，仪征市围

棋代表团一行 21人来邮，参加“高邮·仪
征”围棋交流赛。比赛期间，双方各派 19
人，均为当地业余 5段高手。经过两轮激
烈角逐，最终双方以 19:19战成平局，双
方皆大欢喜。

据悉，该项比赛是高邮、仪征两市围
棋组织进行交流的传统赛事，每年举办一
次，双方轮流主办。活动旨在为围棋爱好
者提供更多交流棋艺的机会，同时促进两
地文化、经贸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小伙死在出租屋初步确认为自杀
本报讯（记者 钟合）6月 14日下午，我

市警方通报一起案情：一名 1991年出生的
男子于 6月 13日晚 6时 17分被发现死在
文化宫路一出租屋内。

据初步调查，男子死亡原因为自杀，死亡
时间在一星期左右。据知情者透露，该男子
生前就有悲观厌世情绪。男子死亡具体原因，
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