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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有担当的人，才能
有进步， 才能为国家建立功
勋。”在妹妹乔登玉的眼中，哥
哥乔登江就是一个有担当的

人。乔登玉回忆说，解放前，哥
哥在南京上学时，为防低年级
学生被汽车撞倒，时常护送学
生过马路，这是乔登江人生路
上第一次学会了担当。

在工作中，乔登江对子女

的要求十分严格。他时常告诫
子女，在国家利益面前，不讲
任何条件，服从就是唯一的答
案。当年，为兑现报效国家的
承诺以及祖国“两弹”科研事
业，乔登江与妻儿两地分居长
达20余年时间。

“只要钱够用 ，只要房够
住，只要有车开就行。”在生活
中，乔登江要求子女不要追名

逐利。乔林回忆说，父亲常说
的三句话，至今都对自己产生
很大的影响。 而在实际生活
中，乔登江也是以这样的标准
要求自己的。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1999年6月28日，71岁的乔
登江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

身教授后，学校领导第一次登
门拜访他时 ， 一下子震惊
了———原以为乔登江是军级

干部又是院士，房子一定很宽
敞。没想到老两口和儿子一家
五口人，挤在90多平方米的房
子里。2013年5月，乔登江还从
自己的积蓄中拿出50万元，设
立“登高奖学金”，以专项奖励
和资助物理学系品学兼优和

困难学生。同时，他对学校提
出了要求： 此奖学金不宣传，
不报道。 直到乔登江逝世以
后，学校才把“登高奖学金”设
立的秘密告诉了出席他追悼

会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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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6月25日入梅， 比常年(19
日)偏晚。常年正常是7月10日出梅，今年
出梅正常。

据介绍，整个梅期长15天，与常年21
天相比，偏少6天。

梅雨量总体偏少

前几天的“暴力梅”还在人们的记忆
中，不过，今年的梅雨量总体偏少，南多
于北。

据介绍， 全市平均梅雨量202.0毫
米，比常年偏少1.2成。其中，主城区228.4
毫米，与常年 (222毫米 )持平；仪征321.9
毫米 ，比常年 (226毫米 )偏多4成 ；高邮
102.2毫米，比常年(247毫米)偏少5-6成；
宝应和江都分别为185.4毫米 、171.9毫
米，均比常年偏少1-2成。

短时雨强大

今年梅雨为非典型性梅雨， 具有降
水呈过程性、分散性特点，且短时雨强大
等特点。今年梅雨降水不连续，主要有三
次降水过程，分别为6月27-28日、6月30
日、7月5-6日。

据介绍， 梅雨期多局地性强对流天
气，且短时雨强大，7月2日江都郭村镇日
降水量为288.8毫米，1小时最大雨强达
到86.3毫米。7月5-6日， 全市出现连续2天区域性暴雨，6日主
城区、仪征均达到大暴雨级别，过程最大降水量为276.1毫米
(仪征马集)。

近期天气预测

出梅后我市转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 将进入盛夏
晴热高温时段。

本周天气复杂多变，外围有台风扰动，并伴有高温天气。
台风来了，不过，从目前最新的气象资料看，对我市影响不大。
今年第8号台风“玛莉亚”（超强台风级）昨天14时位于距离台
湾省宜兰县东偏南方向约1740公里的海面上，“玛莉亚” 将以
每小时25-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变化不大。
预计“玛莉亚”将于11日擦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后，在浙闽沿
海再次登陆。预计，11-12日受今年第8号台风“玛莉亚”外围影
响，我市有阵雨，并伴有5-6级阵风7-8级的东南大风。

13-15日以晴好天气为主， 将出现35℃以上的高温天气。
市气象专家建议防范高温、雷电、局地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局
地干旱等灾害性天气造成的不利影响。

具体预报如下：9日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
温34～35℃；10日多云，气温26～35℃；11日多云，气温27～35℃；
12日晴到多云，气温27～35℃；13日晴到多云，气温27～36℃；14
日晴到多云，气温28～36℃；15日晴到多云，气温28～36℃。

本报记者 丁云

许庄社区打造书香社区

第四届社区读书节开展多形式读书交流活动

本报讯 （陈雪丹） 近日，
许庄社区以“阅读悦快乐”为主
题，以希望村塾为依托，开展了
第四届社区读书节活动， 吸引
了辖区居民和大学生志愿者参
与。

此次活动由飞花令、 连字
成诗、 歌唱表演和诗朗诵四个
环节组成， 来自扬州大学的志
愿者和希望村塾的小朋友们结
对，共同参与活动。在“飞花令”
区域，大家大胆想象，享受诗词
的快乐， 通过大学生和孩子丰
富的想象力， 发挥集体的智慧，
说出了带花、春、雨、风等字的诗
句。在“连字成诗”环节孩子们开
动着小脑筯，展示着自己的聪明
才智， 将一个个字串联在一起，
组成一句完美的古诗。为了感谢
帮助答题的大学生哥哥姐姐，来
自社区希望村塾快乐英语班级
的小朋友拿出看家本领，集体演
唱了一首英文歌曲，希望村塾的
公益老师看到现场的气氛如此
高涨，还即兴来了段诗朗诵，将
活动推向了高潮。

活动最后社区向每位同学
赠送了课外读本， 不仅传递着

阅读的特色和魅力， 也拓展了
阅读的内涵和外延， 让阅读成
为生活常态。

一直以来， 许庄社区以小
区、学校为平台，积极组织社区
居民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交流
活动，以培养人人爱读书、多读
书、读好书的习惯，在社区形成
了全民参与、 全民学习的浓厚
氛围，大力推动全民阅读。社区
在青少年中开展“旧书换绿植，
书香还花香”旧书漂流活动，不
断增强学生爱祖国、爱社会、爱
社区的责任感， 促进他们的全
面发展；在绿地上方公馆东庭、
西院工作室设立 “图书漂流
角”，不仅有少儿书籍、文学书
籍、日常生活书籍及扬州日报、
晚报等报刊， 居民还可以互相
交换自己的书，让图书真的“漂
流”起来；同时社区把读书活动
与党员的先进性教育、 创先争
优活动结合起来， 将十九大会
议精神、 社区建设作为学习讨
论的主要内容， 在各个小区建
立了 “十九大报告阅读点”，并
免费向物业赠送 《党的十九大
辅导读本》，供小区居民阅读。

珍贵展品讲述“两弹功勋”的传奇一生

乔登江院士事迹展览馆开馆

9岁失去右眼，21岁秘

密入党，36岁参军走进大

漠，60岁战胜癌症，69岁当

选院士，82岁再披戎装……

记者昨天获悉，为弘扬老一

辈科学家的奉献精神，经过

近两年时间的筹备、试运行，

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核技

术应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乔登江事迹展览馆正式开

馆。该事迹展览馆不仅通过

珍贵展品讲述“两弹功勋”的

传奇一生，还为我市广大党

员干部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

为我市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七月正值暑期，但在扬州
北郊菱塘民族文化宫四楼，却
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前来
参观的人群， 除了旅外乡亲、
学生、党政团体和企事业单位
外 ， 不少预备役官兵也趁着
“八一”前夕，相继来到乔登江
院士事迹展览馆，了解老一辈
科学家成长的故事，继承和发
扬他无私奉献的精神。

“创业不畏难 ，科技称典
范。” 进入乔登江院士事迹展
览馆，一幅军人戎装照映入眼
帘 。 神态坚毅而安详的乔登
江，仿佛仍在思考和关注着我
国“两弹”事业的新发展，期待
涌现出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
乔登江之子乔林表示，中国第
一任 “核司令 ”张蕴玉将军对
父亲的评价，既是对他传奇一

生最为生动的注脚，也为新一
代革命军人立起了道德标杆。
而在展览馆中， 上百张图片、
100多件珍贵文物资料 （如院
士证书 、1952年大学毕业证
书、勋章等），无不展现了乔登
江的杰出贡献、感人事迹和崇
高品格，令参观者心生景仰。

1928年3月， 乔登江在高
邮市菱塘回族乡乔大庄出生。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
年入伍。作为我国核爆炸现象
学和核爆炸物理学领域的主
要开创者之一，乔登江先后参
加20多次核试验，1988年被授
予胜利荣誉勋章，2010年被授
予文职特级，为我国核试验安
全和抗辐射加固技术发展作
出了杰出贡献 。据悉 ，为弘扬
乔登江以身许国的伟大精神，
乔登江院士事迹展览馆2016
年10月正式筹建，目前已建成
开放。

“他是全军唯一一位离休
后当选的院士。” 在小儿子乔
林的眼中，父亲乔登江的一生
可谓是曲折传奇的一生。为何
这么说呢？乔林说，父亲9岁时
为躲避日军轰炸失去右眼，国
恨家仇让他立下振兴中华的
爱国之志。1963年3月，一纸神
秘的调令突然从北京发来了，
要求36岁的乔登江（时任江苏
师范学院物理系副主任、党总

支副书记）即刻前往中组部报
到。

当时，乔登江的妻子林祖
禳刚从苏联留学归国，一岁半
的孩子正蹒跚学步， 好友亲朋
都劝他不要离开刚刚团聚的家
庭。 但乔登江最终决定无条件
服从组织安排，并远赴罗布泊，
担负起建立我国核试验基地研
究所和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
作。多年后，直到乔登江离休回

到上海， 乔林才知道父亲的传
奇经历———36岁参军， 参加第
一次核实验，主持编写了《核爆
炸效应参数手册》……

1988年5月， 在乔登江60
岁那年 ， 他在部队例行检查
时， 被查出右肾有恶性肿瘤，
上级劝他离休养病，但乔登江
还是悄悄地溜回了试验场，再
一次对试验方案进行周密论
证，仔细检查各种设置 ，妥善

安排好一切之后 ， 才住进了
301医院。 乔林说， 术后没多
久，父亲便带着一大包中草药
飞往部队，不计报酬地在戈壁
滩继续研究核技术。因为乔登
江心里明白，作为一个高龄癌
症患者 ，只有延续生命 ，才能
延续事业 。乔林表示 ，在与死
神抗争期间， 父亲完成了7个
国防科研基金项目， 取得9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 并于
1997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
院院士，成为全军第一个获得
该荣誉的离休干部。

通讯员 乔国平 记者 乔国军

乔登江院士事迹展览馆正式开馆

他是全军唯一一位离休后当选的院士

近日，安宜镇安监站联合企管站举办了小
微企业班组长安全生产管理能力精准培训班，
160名企业班组长参加了培训。

培训结合典型安全事故案例， 以文字、图
片和影像的形式，生动地对安全生产知识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讲解。整个课程层次清晰、以案

说法、通俗易懂、便于掌握，使与会人员受到了
很好的教育。

此次培训，让企业一线安全管理人员充分
认识到企业安全生产发展趋势，为进一步补强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朱 亚

安宜镇：开展小微企业班组长安全管理培训

安宜镇：进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日前，安宜镇安监站开展了企业消防安全

演练活动。
演练中，安宜镇安监站工作人员为企业员

工详细讲解火场逃生的正确方法，逐一为大家
讲解，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与

自防自救能力水平。
此次火灾应急消防演练，进一步提升了企

业对火灾扑救工作的组织和应急处理能力，也
让企业员工了解和掌握了防火器材的使用方
法，为处理突发事件增加了消防经验。 朱 亚

近年来，望直港镇努力夯实镇
的安全生产基础，提升企业的本质
安全度，举办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培训班。

全面推行安全服务，对不具备

安全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特
种作业人员除外） 进行安全培训，
所需的资金统一在镇安全生产专
项资金中列支，由政府买单。

郭培林 胡 云

日前，望直港镇认真贯彻落实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
生产工作的意见》精神，健全安全
生产保障和突发事件应急保险机
制，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成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
领导小组，积极宣传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相关政策，推进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开展理赔服务工作，赢得企
业的肯定和支持。 郭培林 胡 云

望直港镇积极开展安全培训工作

望直港镇积极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近日，扬州友好医院联合小官庄镇安监
站对镇企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本次职业健康体检严格按照《职业健康
检查项目和周期》规定进行，对接触粉尘、噪
声、 苯等有毒有害作业的工人进行内科、血

压、抽血、听力、肺功能、胸片等有针对性的
检查。

体检是为了早期发现职业病，减少控制
职业病的发生，有效维护职工健康和企业稳
定发展。 王发华

近日，小官庄镇财政所服务大厅窗口被
扬州市总工会授予市 “五一巾帼标兵岗”荣
誉称号。

小官庄镇财政服务大厅窗口，连续多年
群众满意率达 100%， 财政服务窗口是财政

服务集体形象的浓缩。
“您好、再见”，使群众感到如沐春风。

“把最大的方便留给群众”，是所有工作人员
的庄严承诺。 她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人
生之花，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苗志微

小官庄镇开展企业员工职业健康体检

小官庄镇财政所获市“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三句话读懂乔登江的家国情怀

今日零时扬州油价迎来年内最高涨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市车
主或将迎来新一轮油品升级。据
江苏某石化企业透露，目前该企
业已充分具备了生产国六汽油
的能力， 最迟10月将在江苏上
市， 并且年底前全面取代国五。
届时，江苏将成为华东地区首个

启用国六汽油的地区，机动车污
染物排放将显著减少。

该公司介绍， 按照计划，公
司将从今年9月份开始正式生产
国六汽油；从10月份开始逐步用
国六汽油置换江苏各加油站油
库内原来的国五汽油； 到年底，

所有加油站将完成油品置换，全
面供应国六汽油。“具体上市时
间要等发改委等部门宣布，作为
生产企业，我们已做好了准备。”

国六是全球最严排放标准
之一，和国五汽油相比，国六加
工提炼得更清洁、环保，尾气排

放中的有毒气体更少。 据悉，国
六车用汽柴油标准可减少机动
车污染物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全面达到欧盟现阶段车用油
品标准水平。据测算，国六汽油
一氧化碳排放量降低50%，总碳
氢化合物和非甲烷总烃排放限
制降低50%，氮氧化物排放降低
42%。

本报记者 张玉菁

92号汽油每升涨0.22元
调查：上半年油价涨势强劲，车主明显感到汽油“不耐用”
变化：今年10月扬州车主或可“喝”上更清洁的“国六油”

夏季用车，扬州

车主用油要多花钱

了。昨天下午，国家

发改委发布通知，7

月9日24时起，新一

轮成品油调价窗口

再次开启：每吨汽油

上调270元、柴油上

调260元。折合扬州

地区，92号汽油每

升上调0.22元，95

号汽油每升上调

0.23元，0号柴油每

升上调0.22元。此

轮调价也创下年内

最大涨幅，为我市车

主增加了用油成本。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

箱50L容量估测，加

满一箱92号汽油将

多花费约11元。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伦
敦布伦特、纽约WTI原油期货价
格大幅上涨，再度回升至近三年
半高位。平均来看，两市油价比
上轮调价周期上涨6.23%， 受此
影响，国内汽油、柴油的零售价
格也随之上调。汽油、柴油每吨

分别上调270元、260元。
扬州地区油价调整具体情

况如下：92号国V汽油每升上调
0.22元至7.46元，95号国V汽油每
升上调0.23元至7.93元，0号国V
柴油每升上调0.22元至7.08元 。
这意味着扬州地区不仅汽柴油

零售价格全面迈入 “7字头”，95
号汽油已经 “直逼”8元大关。经
过本次调价，2018年以来， 国内
成品油调价已呈现“八涨四跌一
搁浅”的格局。截至本次调价，汽
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880元 ，柴
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845元。

算账，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L容量估测， 加满一箱92号汽
油将多花约11元。 月跑2000公
里、每一百公里耗油8升的车型，
调价后私家车主每月将增加34
元左右用油成本。物流运输方面
来看， 以载重50吨的卡车为例，
重载行驶百公里油耗在40L左

右，月跑10000公里，调价兑现后
月度油耗成本将增880元左右。

记者梳理发现， 今年3月28
日起，油价迎来五连涨，虽然6月
8日、6月25日油价连续迎来小幅
下跌，但仍挡不住强劲的上涨势
头。不少扬州车主已经能明显感
觉油价变贵，加之夏季空调使用

频繁，行车油耗成本提高。
“原来花200元出头就能基

本加满，够用半个多月，现在同
样加200元的油， 根本不耐用。”
一位小型车车主田女士向记者
透露，今年上半年油价连涨态势
已经让她明显感到车子更 “吃
油”了。另一位车主陈女士干脆

清空了后备箱准备省点油费 ：
“能省一点是一点吧， 这样下去
油价‘破8’也不是不可能。”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油价走
势还需看产油大国间的博弈，但
在美国及俄罗斯倾向油价趋稳
的态势下，国际油价未来大概率
呈现高位震荡走势。

油品升级 扬州车主10月或可“喝”上更清洁的“国六油”

导语

一场暴雨过后，“梅姑娘”要和

大家说再见了。昨天下午，市气象

台对外发布，扬州7月10日出梅，

今年梅期长15天，较常年(21天)偏

少6天。不过，高温君来了。据市气

象台的预报，本周我们送走“梅姑

娘”，迎来高温晴热天气。13-15日

以晴好天气为主，将出现35℃以

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预防。

最大涨幅 扬州汽柴油每升涨价超2毛，全面迈进“7字头”

市场调查 车主明显感到“油不耐用”，加一次多花数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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