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稻田+”向有限的田地要效益

视频抓拍违停6.7万起

为深入推进交通秩序大整治
工作，有效遏制市区机动车乱停乱
放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市区停车秩
序和通行环境，以良好的交通环境
迎接省运会、 省园博会的胜利召
开。从4月1日至6月30日，公安交管
部门在市区范围内开展了为期3个
月的违停挂牌专项整治行动，共通
过视频抓拍6.7万起， 民警现场贴
单查处2.96万起，受理群众举报违
停2459起，清拖违停占道车辆2257
辆。

交警部门分析，经常违停无非
反映出驾驶人的三种心态：一是道
德意识狭隘， 只要自己方便就可
以，挡了别人的路也无所谓。其次

是责任意识欠缺，没有应有的社会
责任感。再就是法律意识淡薄。

苏K6E492半年违停27次

警方表示， 交管部门调取了
2018年以来市区车辆违法停车信
息，依据违法停车次数排列出前十
位的本籍小型和大型车辆。 其中，
苏K6E492小型轿车和苏K16995重
型厢式货车，2018年来违停次数达
27次和25次之多，成为本籍车辆中
的违法停车“大户”。

交警部门透露，这些车辆闹市
区、斑马线、转弯口、禁停牌下全都
照停不误，而他们的违法行为，也已
经被视频抓拍设备摄录得一清二
楚。

此次曝光车辆的同时，交警部

门还同步公布了市区10条违停高
发路段。分别是：润扬北路与杨柳
青路 、明月湖路 、御景路 、旺庭巷

(周庄巷)、司徒庙路、南通西路、四
望亭路 、曙光路 、秦邮路 、声谷路
（站西路）。 本报记者 张玉峰

外部公园加紧建设力争8月底全部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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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公园北部，绿化人员正在栽
种树木，紧靠场馆和河边，一个小树林
已经成型。一块块球场场地已经浇铸完
成，室外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等正在
建设之中。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南部体育公园
项目用地面积约93亩， 总建筑面积约
3.45万平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1.95万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将打
造成一座以体育为主题，集比赛、训练、
健身、休闲于一体的公园。建设内容包
括体育馆、室外网球场、室外篮球场、景
观园林、 室外道路配套及地下管网等。
整个南部体育公园的规划建设是因地
制宜，根据原有场地进行优化，将东侧
体量扭转至与场地边界平行，整体体量

向两侧裂开，形成庭院，呼应了扬州传
统园林格局，再借助折纸意象生成丰富
的建筑外形。

在南部体育公园体育馆东侧的小
河上，南部大一点的人行桥梁和北侧小
一点的步行桥已经主体建成。根据原先
规划，出入口设计在扬子江南路上设计
了人行主入口， 同时在体育馆的南侧、
西侧设计了两个次入口，方便运动员和
市民快速进出。

“经过前期努力，目前南部体育公
园已经完成了85%以上的工程施工量，
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施工人员正在加
班加点施工， 力争8月底整个公园级场
馆基本完工。” 施工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 记者 张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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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来临，前往扬州东方医院眼科
做飞秒激光矫治近视手术的人很多。专
家提醒， 不是人人都适合做这个手术，
只有符合条件的才能做。

父子同时手术“眼界”变宽了

7月3日，来自江都的一对父子在扬
州东方医院眼科顺利完成了飞秒激光
近视手术，父子俩双双笑开眼，彼此越
看越“顺眼”。

44岁的孙先生， 是位自由职业者，
他的双眼近视350度， 已经戴了16年的
近视眼镜。他的儿子今年19岁，大学毕
业，已戴了9年的近视眼镜。

“戴眼镜，真的不方便。”孙先生原
本带着儿子到东方医院准备做近视手
术。在与医生的沟通交流中，他了解到
近视手术方便快捷，并且他自己也符合
手术条件。于是，他和儿子一起做了激
光矫正近视手术。

“准大学生”暑期“摘眼镜”

记者了解到，自高考结束后，前往
扬州东方医院眼科咨询或通过电话预
约，准备做激光近视手术矫正近视的人
骤然增多。约70%是学生，他们在家长
的陪同下，询问近视激光手术的基本情
况或准备接受手术治疗，都想趁着暑假
通过近视激光手术摘掉眼镜。

小陈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考到了
预期的成绩。他的双眼视力达600度。看
见身边不少同学通过激光近视手术摘
掉了眼镜，他也想试一试，便前来扬州
东方医院眼科接受飞秒激光近视手术
治疗。 眼科专家王蓓为他进行了手术，
摘掉眼镜后，他高兴得笑了起来。

据扬州东方医院眼科丁继成主任
介绍，进入六月份以来，要求做激光近
视手术的近视者日益增多，有的还是突
击性的。

并非人人都能做“摘眼镜”手术

丁继成介绍说，扬州东方医院眼科技术、仪器设备始终保持和
国际接轨，可以临床诊治近视、斜视、弱视、远视、高度近视、白内
障、青光眼、儿童近视、眼底疾病、常见眼病和配戴公职角膜塑形镜
及医学验光，常年开展近视矫正、青少年眼病防治和白内障复明等
手术。他提醒，并非人人都适合做近视手术，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术
前检查，符合条件才能实施手术。需要注意的是，做术前检查时需
要散瞳，最好不要独自开车到医院检查，因为散瞳一般4-6小时才
能恢复，会暂时看不清近处的事物（畏光）。 爱华 丁云

外部公园主体呈现 内部装修最后冲刺———

南部体育公园即将撩开面纱

南部体育公园位于扬子江南路西
侧、定浦路北侧、马港河路东侧。昨天记
者在施工现场采访时看到，南部体育公
园体育馆的内部装修工作已基本成型，
正在进行最后冲刺。

外侧广场地面石材铺设基本完成，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灯安装和电子显
示屏的建设。据施工人员介绍，南部体
育公园体育馆在外立面设计上，从扬州
传统手工剪纸上寻找灵感，运用参数化
手段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再现。V形动
感的线条是体育馆中心建筑的主要构
成，体现着现代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
精神力；同时，“V”形巨构的交错，天花
与地板界面的连接扭动，形成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体现建筑张扬有力的标志性

形象。
走进场馆， 内部装修基本成型，多

功能馆铺上了木地板，工作人员正忙着
安装显示屏，记者注意到，由于外立面
为玻璃幕墙，屋面采用铝镁锰合金屋面
板和采光玻璃顶， 不少场馆不用开灯，
光线也十分好，绿色节能。

南部体育公园体育馆从西主入口
迎宾广场进入大厅后，向北进入游泳馆
区域， 向南分别是多功能馆和健身、培
训用房。中间设计了一个容纳标准篮球
场以及观众看台区域的中庭，通过中庭
大台阶走上二层空间， 布置有壁球馆、
乒乓球馆及羽毛球馆等。环绕中庭的二
层平台，既是观看比赛的看台，也是露
台，整个设计让运动和休闲完美结合。

内部装修基本成型作最后冲刺A B

随着第十九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临近，扬州正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一批省运会场馆建设。记者昨天在

南部体育公园采访时看到，经过施工人员的全力奋战，南部体育公园体育馆的内部装修工作已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而外部公园建设如火如荼，主体基本建成，整个公园及场馆开始整体展现。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警方曝光违停次数排列前十位车辆———

10个“违停大户”，都有谁？违停是一

种极容易造成

交通堵塞、存

在交通安全隐

患、导致道路

通行能力下

降、影响城市

形象的行为。

昨天上午，交

警部门曝光了

违停次数排列

前十位的车

辆，其中位于

违停榜首的是

苏 K6E492，

半年共违停

27次。

排名 车辆号牌 车辆类型 违停起数

1 苏K6E492 小型轿车 27
2 苏K20Y51 小型普通客车 25
3 苏K7639S 小型轿车 24
4 苏KNN928 小型越野客车 23
5 苏KW380U 轻型封闭货车 22
6 苏K36A80 小型轿车 22
7 苏KX309Q 小型轿车 21
8 苏K321WV 小型轿车 21
9 苏KA8C33 小型普通客车 21
10 苏KM595V 小型轿车 21

小型车辆违停大户

今年扬州全市稻田种养示范应
用面积已达5万亩，较前两年进一步
扩大，比去年增1万亩左右。目前全
市规模稻田综合种养户达307个，其
中稻鸭共作100个，稻虾共作158个，
稻蟹共作41个，其他模式8个。

我们可以做一个经济效益分
析，比如稻鸭共作模式：稻谷单产一
般为每亩 450-500公斤，平均价格
5元/公斤产值约2400元； 每亩出成
品鸭18只，每只2公斤左右，平均30
元/公斤，产值1080元 ；稻鸭总产值
3480 元， 减去生产成本 1475 元
（其中，水稻种植成本715元，鸭子养

殖成本760元），纯效益为2005 元。
再说稻虾共作模式： 稻谷单产

一般为每亩 400-450公斤，平均价
格5元/公斤，产值2200元；产小龙虾
80公斤，平均售价40元/公斤 ，产值
3200 元； 稻虾总产值每亩5400元，
减去生产成本2430元（其中，水稻种
植成本735元，小龙虾养殖成本1695
元），纯效益为2970元。与纯种稻模
式相比，稻鸭共作、稻虾共作每亩纯
效益分别增加995元 、1960 元 。此
外，实施稻田种养新技术，减少了化
学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改善了农业
生态环境。

扬州探索实践“稻田+”综合种养新概念———

新鲜！农田里“长”出鱼虾蟹鸭
本报记者 周晗

通讯员 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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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在广陵区头桥镇庆丰
村的一片水稻田里，除了秧苗，行垄
间居然还有些小杂草，“这不会影响
了水稻的生长吗？” 面对记者的疑
问， 这片水稻的承包人徐万林笑着
解释说：“这些草可是宝贝， 小龙虾
最喜欢吃了。 现在小龙虾都躲在水
沟的水藻里，或钻进洞里。等秧苗长
得更壮实一些， 就可以投放小龙虾
去稻田里生活， 而杂草既是它们的
隐蔽所， 又是它们喜爱的食物。”徐
万林说， 这片水稻田是他承包进行

稻虾连作的基地。
“这是清明前后投放的虾苗，小

龙虾长得非常快，基本上一两个月就
可以上市，前段时间卖出一批，已经
赚了头茬钱。”他边说边拿起虾网，朝
水藻处探去，用力一推，再提起，几只
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便进了网。

所谓稻田养虾就是在水稻田周
围开挖“回形池”养小龙虾，一田两
用，种养结合。同样一亩田，单纯种
植水稻亩收益不足2000元， 稻虾结
合后，可以收入8000元甚至更多。

A 小龙虾还能养在稻田里？

市农委农业处处长、 研究员级
专家袁秋勇说， 稻田养虾模式是指
在水稻田里通过一定的田间工程改
造，合理套养一定数量的小龙虾，发
挥小龙虾除草和排泄物增肥等功
效，实行水稻小龙虾共生，实现“田
面种稻， 水体饲养小龙虾， 虾粪肥
田，稻虾共生”的效果，是一种把种
植业和水产养殖业有机结合的生态
农业生产方式。

这种农业生产方式， 一方面能
提高收益，一方面减肥增效、减少农
药使用、提高水产品和农产品品质。

实际上稻田里不仅可以养虾，
还能套养许多个水产品或旱作物，
比如目前在我市， 已经探索实践形
成模式的推广技术有稻田养鱼、养
虾、养蟹、养鳅、养鳖、养蛙、养鸭、种
蔬菜等多种模式的“稻田+”综合种
养技术。

C 扬州“稻田+”规模、效益如何？

两公交线恢复原线路运行
本报讯 （记者 孔生） 昨

天， 扬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
发布信息： 鉴于运河南路与施
井路交叉口封闭施工已经结
束，自7月20日起，恢复公交21
路、57路在施井路的通行。

具体为：21路由京华城·全
生活广场始发， 按原线路行驶
至施井路与江都南路交叉口
后，恢复施井路、运河南路、七
里河路的通行， 上下行线路走
向一致。线路恢复后，重新启用

施井路、曲江装饰城、通运商贸
城北门3站，撤销江都南路施井
路、东方国际食品城北门2站。

57路由汽车东站始发，按
原线路行驶至施井路与运河南
路交叉口后， 改道施井路后恢
复原线路运营， 上下行线路走
向一致。线路部分恢复后，重新
启用施井路站， 撤销通运商贸
城北门、通运商贸城（工业品市
场）、 东方国际食品城北门、江
都南路施井路4站。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1份

广陵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夏季冷藏药品专项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 广市管

记者 赵天） 为强化夏季疫苗、
血液制品等冷藏药品质量监
管，广陵区市场监管局自6月初
至9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
期4个月的冷藏药品专项检查。
截至目前， 已出动执法人员36
人次， 检查了冷藏药品经营使
用单位18家， 下达责令改正通
知书11份。

本次专项行动， 以有冷藏
药品经营范围的药品经营企业
（含疫苗配送企业）、 使用冷藏
药品的医疗机构 （含疫苗接种
网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检
查对象， 重点检查冷藏药品购

销渠道、产品资质、储存养护、
冷链设施设备配备使用、 冷链
管理知识培训以及 《疫苗储存
和运输管理规范》 的执行等各
环节情况。

从检查情况来看， 冷藏药
品销售、 使用单位均能认识到
冷藏药品管理的重要性， 积极
做好夏季药品的储存和养护管
理等规范经营工作， 但少部分
药品零售企业和使用单位仍然
存在冷藏药品管理不规范、冷
链管理知识培训不及时等问
题，该局已现场责令改正，并围
绕整改情况开展不定期复查，
确保问题整改形成闭环。

师生志愿者周周入社区

新盛社区携手广陵学院开展“校社共建”

本报讯 （韩萱 庭筠 志超

楚楚） 烈日灼灼， 却挡不住志
愿者们服务的脚步。近日，扬州
大学广陵学院师生们来到和美
第小区开展健康咨询活动，为
广大居民讲解健康保健知识，
进行血糖、 血压的检查。7月15
日， 新盛街道新盛社区与扬州
大学广陵学院正式形成共建关
系， 这样的服务活动将成为每
周一次的惯例。

“这是一举多赢的共建合
作。”新盛街道新盛社区党支部
书记步春俊介绍， 社区与扬州
大学广陵学院形成“校社共建”
的关系后， 双方找准在党建工
作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学习
建设、党务建设、作风建设、文
化建设上的结合点， 由社区提
供场地与平台， 而学校提供人
员与技术， 充分利用平台优势
与资源优势，为社区居民服务。

17日，在宝应县夏集镇王营村跃进桥建设工地，志愿者为桥梁
工人送上防暑降温凉茶。当日，宝应最高气温36℃，工人们顶高温、
战酷暑，加班加点确保完成施工任务。 王卓 沈冬兵 李宝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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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体育公园体育馆外景。 场馆内景。

稻田养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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