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节将至火车票迎购票热
中秋：已经开售，北京方向最热销
国庆：本周末开售，注意抢票

中秋和国庆即将到来，火车票又将迎来购票热。目前，中秋小长
假的火车票正在热售中，国庆黄金周的火车票将于本周末开售。有出
行需求的市民在确定行程后请及时购票，避免耽误行程。

今年的国庆节从10月1日
开始， 至10月7日结束， 共计7
天。根据火车票预售规则，9月2
日也就是本周日， 就可购买到
10月1日的火车票，本周六则可
以买到9月30日的火车票，这也
意味着本周末即可购买国庆黄
金周火车票。

需要提醒市民的是， 扬州
站的互联网、 电话订票起售时
间为每天的17点，镇江站、镇江
南站的起售时间也为17点，而
南京站、 南京南站的起售时间
为早上8点，有购票需求的旅客
请认准售票时间，及时抢票。

本报记者 露莎

中秋：已经开售，北京方向最为热销

“没想到还有一个月，车票
已经这么紧张了。”市民陈先生
8月29日到火车站购买9月21日
前往北京的车票， 没想到已经
没有硬卧，最后买了9月22日的
车票。今年中秋节小长假为9月
22日至9月24日三天，根据火车
票预售规则，8月25日便可购买

9月22日的火车票，目前中秋小
长假的车票已全面开售。

按照往常， 小长假前一天
的火车票最为热销， 尤其是北
京方向。 目前，9月21日北京方
向的Z30列车硬卧已经售罄 ，
22日、23日两天票情富余，24日
的硬卧也已售罄。

国庆：本周末开售，注意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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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高质量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全市人才工作落实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扬人才 赵天）
为深入推进市 “人才政策20
条”和《2018年全市人才工作
要点》落地落实，昨天，我市
召开全市人才工作落实推进
会， 肯定了今年以来人才工
作成效， 部署下一阶段人才
政策完善和各项重点任务。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江桦
参加会议并讲话。

根据市“人才政策20条”
及分解的67个政策点， 我市
相继修订出台 30个实施细
则，“2+N” 人才政策体系基
本构建。 举办10场产业人才
科技金融合作对接会， 实质
性推进人才创新创业项目52
个，获扬州天使（人才）专项
资金、 天使梦想基金投资拨
付款项3130万元， 吸引意向
投融资10.21亿元 。3人入选
国家“千人计划”，5人入选国
家“万人计划”。科技镇长团
工作在全省首次实现 “县县
有C9高校团员”等。

江桦说，要准确把握“人
才引领发展战略地位” 的重
要意义。 高质量发展表在产
业、里在企业、根在人才。坚
持人才强市战略， 建设新兴
科创名城， 争创扬州发展的
第四次辉煌， 离不开人才布
局的配套和人才供给的完
善。

江桦指出，当前，人才工
作领导体系、 运行机制和政
策体系都已基本健全。 下一
步，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宣传
推介、督查兑现，让政策红利
充分释放、 创新力量充分涌
流。要持续推动产才融合，科
学评价人才， 把握人才竞争
新规律，结合扬州发展需求，
精准聚引人才。 要充分认识
“人才问题是发展问题，人才
工作是经济工作” 的内涵实
质，把推动产才融合、双招双
引作为工作重点。要坚持“人
才以用为本 ”“人人皆可成
才”理念，坚持人才引进和培
育“两手抓、两手硬”，打造本
土人才培育亮点。 要围绕新
兴科创名城建设， 优化整合
各方资源， 做大做优载体平
台， 为人才发展搭建各类支
撑平台，让优秀人才引得进、
干得好、留得下。要坚持党管
人才原则， 凝聚人才工作合
力，在协调服务上下功夫，强
化政治引领，机制完善，营造
宽松的人才发展环境， 充分
释放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江桦强调， 人才工作是
一项系统工程、潜绩工程，也
是创新工程。 要以更高的站
位、更宽阔的视野、更长远的
眼光，扎实做好人才工作，为
推进扬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撑。

城市南部快速通道已于今年6月30日
全线开放交通，市民关注的荷花池隧道主
体工程虽已完工，但因该段道路地质条件
复杂，施工难度特别大，隧道泵房仍在紧
张施工中。昨日，记者前往施工现场，对话
技术人员，为您详解荷花池隧道施工难在
哪？

“隧道多为‘U形’结构，遇到雨天会
产生积水， 泵房位于隧道最低处的一侧，

分为泵房和集水池上下两部分，日常隧道
积水会通过排水沟汇集至集水池，再由泵
房抽水排出隧道。” 荷花池隧道的施工单
位中铁四局项目工程技术主管宋永海介
绍，荷花池隧道泵房面积12.6×7.1平方米，
基坑需挖深17.2米，但是由于隧道临近安
墩河、古运河，该区域地质条件复杂，水系
发达，当基坑开挖至11米深时出现了涌水
涌砂现象， 影响泵房的下一步施工进行。

“为避免影响道路行车安全， 目前已对泵
房基坑进行了回填处理。”

为了攻克难题，项目指挥部邀请有关
专家多次召开专题会， 通过踏勘现场、查
阅资料、分析原因 、反复研讨 ，拟定采取
“注浆填充地层空隙+冻结法”进行涌水涌
砂处理。 目前现场已开始实施该方案，正
在进行注浆施工，同时在既定泵房位置周
围加筑“挡板”对四周进行抽水作业，打造

密闭空间，保障施工进行。
“工程质量百年大计，一定要确保质

量，不留安全隐患，接下去我们将严格按
照既定方案，配足施工人员、机械设备，加
班加点组织施工。”宋永海表示，将在保证
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尽早
完成泵房施工，确保荷花池隧道早日顺利
通车，缓解该段交通压力。

本报记者 露莎

本报讯 （夏利 添宇 露莎） “最后一
榀箱梁架设成功！”昨天上午十点，宝应制
梁场承担的729榀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
连淮扬镇铁路扬州段首个完成架梁任务
的梁场，为下一步铺轨工作的建设奠定了
扎实基础。

“这最后一榀箱梁为预制梁，长32.6
米、跨度31.5米、宽12.2米，重达714.8吨。”

宝应制梁场场长唐兴发告诉记者，箱梁由
梁场提前预制， 由运梁车运至施工现场，
再由架梁机提架到位，“我们中铁北京局
集团五公司宝应制梁场一共承建连淮扬
镇铁路729榀箱梁，自2016年8月开始架设
以来，历时两年顺利完成任务。”

宝应梁场顺利完成了箱梁架设任
务，也为下一步连淮扬镇铁路铺轨奠定了基

础。目前，连淮扬镇铁路扬州段全线建设正
在稳步推进中，截至8月15日，连淮扬镇铁路
扬州段全线累计建成桥梁灌注桩34130根、

占总量的99.86%， 承台4231座、 占总量的
99.74%，墩身4182座、占总量的99.24%，架设
预制梁2927榀，占总量的75.09%。

政 务 速 递
本报记者前往施工现场，对话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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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 文昌路恢复有序畅通
机动车道画线全部到位，非机动车道改造基本完成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文昌路是我市城市主路网
中最重要的东西向干道， 自5月份实施提升改造工程以
来，进展颇受市民关注。昨天，文昌路机动车道画线全部
到位，非机动车道改造基本完成，道路恢复通畅。

文昌路（广陵大桥—扬州西互通）提升改造工程东
起广陵大桥西至扬州西互通，全长约17公里，路幅34—
60米。主要实施面层整体出新，对局部破损基层维修加
固，消除文昌阁至国庆路段供电管沟安全隐患，改善道
路技术状况，提升行车舒适性，提高群众对城市道路设
施的满意度。

记者昨从扬州西互通一路向东探访看到，所有道路
的机动车道画线全部到位，双向六车道分隔清晰，车辆
各行其道。邗江路向东，隔离护栏已安装至老城区段，整
条道路已恢复通畅。

不仅机动车道一路畅通，沿线非机动车道改造也基
本完成。这次文昌路提升改造工程对国庆路到大学路之
间等局部坑洼严重的非机动车道进行了改造， 记者看
到，国庆路到淮海路之间的南北两侧非机动车道已摊铺
好沥青，中心区域的文昌路大转盘非机动车道沥青也已
摊铺到位。

泵房和
隧道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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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榀箱梁架设现场。露莎 摄

施工难点示意图

改造一新的文昌路。孔生 摄

（上接1版）丹丹泣不成声：“我经常梦见
您，团长奶奶，您的关心和鼓励，我已经
铭记在心，我会把您的关爱化为学习的
动力，勤奋读书，回报社会。”主席台上，
丹丹哽咽发言，许多受助学生跟着一起
抹眼泪。

曾经遭遇不幸的丹丹，说她现在是
最被人牵挂、最幸福的人。

去年9月22日，老人的葬礼结束，她
的儿女和孙辈相约到学校看望丹丹 ，
“奶奶虽然走了， 我们一样会关心照顾
你”。除夕前一天的下午，殷翠红的孙子
何昊宇部队探亲归来，送来大包小包的
年货，还有2000元的红包。

“母亲去的很突然，本来带她到南京
体检，没想到入院15天后，医院下发病危
通知。老人对自己的病情，毫不知情，对后
事未作交代，但母亲的心思，我们子女们
懂得”，女儿何梅回忆，在母亲的葬礼上，
兄妹六人约定， 把老母亲毕生的积蓄，全
部拿出来，作为扶贫助学的“种子基金”。

离休干部养老待遇虽然丰厚，但这
些钱也是老团长节省下来的。姜琴曾在
老干部局工作过， 对老团长的点点滴
滴 ，知根知底 。汶川地震 、舟曲泥石流
等，殷翠红带头到红十字会捐款，到乡
镇敬老院慰问演出， 从不空手。“近8年
来，殷团长累计捐款近20万元。”

令姜琴难以置信的是， 老团长临终
前，家人在她的衣柜里竟然翻不出几件新
衣裳。衣柜里的棉毛衫、棉毛裤，太旧了；
常穿的一件红棉袄，是老团长在网店花60
元淘来的；一件毛线衣，缫丝厂女工为她
编织的，老人穿了30年。弥留之际，为老人
穿上这件毛线衣时，才发现肘关节那已经
磨了两个洞。回忆起这一幕幕，姜琴两眼
噙泪， 喃喃自语：“担任艺术团长26年，
她精心设计制作华美的舞台服装，成百
上千套，临走前却没一件像样的衣服。”

我是老党员，多活一天多奉
献一天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活一天，奉
献一天，我希望我能多活一天，多奉献
24小时，多活一年，多奉献12个月。”年
近九旬，声音洪亮，誓言铮铮，回荡在现
场，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简短的生平介绍短片中，奋斗和荣
誉，映红了她的岁月。

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21岁
的殷翠红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出身贫
苦，没有上过学，通过自身不懈努力，成
长为一名优秀的妇女干部。

1952年，殷翠红从仪征城区妇女主
任调入法院系统任审判员。她上了扫盲
班，才开始读书识字，而从事法律工作，

各种专业法规条文要掌握， 没有文化是
万万行不通的。单位派她到省里系统学习
政法知识，8个月的时间，殷翠红凭着刻苦
钻研的精神以及过人的记忆力，啃下了所
有的法律条文，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结
业考试， 成为一名业务娴熟的法院干部。
1955年，她升任扬州法院副院长。

后来，殷翠红下放到仪征大仪公社
劳动改造，一天能挑塘泥120担。后来担
任仪征市缫丝厂厂长、支部书记，不懂
织绸生产技术，殷翠红拿出当年啃法律
知识的劲头，经线、纬线多少根，梭子怎
么调整，她同厂里的技术工人一同技术
攻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缫丝厂出产
的丝绸很快面市，产品外销泰国、坦桑
尼亚等国家， 缫丝厂更名为丝绸厂，成
为当时纺织系统的一块招牌。

1984年4月，殷翠红从丝绸厂离休，
闲时参加离退休干部组织的文艺队，唱
唱跳跳，自娱自乐，日子过得悠闲惬意，
可殷翠红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有一次，
殷翠红跟文艺队到敬老院演出，老人们
的喜爱深深触动了她。“我自己也是穷出
身，我懂得他们的需求，我要把节目送下
乡，把欢乐送下乡。”1991年10月，殷翠红

牵头组建江苏省第一个县级市老干部艺
术团——仪征市老干部艺术团。

如今， 艺术团有66名骨干团员，年
龄最大82岁、最小52岁。这些年来，艺术
团每年演出20多场，跑遍了仪征市所有
的乡镇，甚至一个乡镇连演三场，农民
们都觉得不过瘾。

“去年夏天，38℃高温，妈妈坚持下
乡镇组织纳凉晚会。 在南京住院期间，
昏迷醒来的间隙， 还在电话里交代我
《同庆十九大 共迎新时代》文艺晚会的
筹备细节。”女儿何梅看着视频，泣不成
声地回忆说，“她真是实现了她的诺言，
为党奉献到了最后一天。”

演出到哪里，慰问援助就送
到哪里

“25年来，艺术团创作编排了各类
文艺节目300多个， 累计演出400多场
次，直接观众数50多万人次 ，原创节目
80多个 ，每到一处 ，欢歌一片 、笑声一
串，我们演出到哪里，就奉献到哪里，哪
里有困难，援助之手就伸到哪里。 ”

这是殷翠红2016年度的工作总结
里的一句话。

老干部艺术团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当了18年的副团长张年波说，演出到哪
里采风就到哪里，我们把无数的“仪征
好人”故事搬上了舞台，传递了大爱温
暖和正能量。

2012年， 仪征市民李景珍的儿子患
尿毒症，为完成割肾救子心愿，她不分昼
夜打4份零工攒钱。“零工妈妈”的故事被
殷翠红搬上舞台，台下抽泣声一片。

2013年，新集镇姜桂宏骑车带着两
个孪生孙子，一起坠入河中，保安高广
安跳河救人。 一个孩子溺水时间长，窒
息昏迷， 所幸高广安学过急救知识，通
过人工呼吸化险为夷。 艺术团编排的
“最美救护员” 的情景剧， 赢得掌声一
片，还获得省红会最佳创意奖。

……
殷翠红是个较真的人， 要么不做，

要做就要做成最好。老干部艺术团成立
之初只有几个人， 许多人连简谱都不
识。时年63岁的殷翠红耐心地一点一点
教，还请来声乐老师辅导，逐步把大家
引进艺术之门。

每一次演出，殷翠红从服装、走台、
灯光、音响等都一一过问，节目一个一
个看、一个一个审。不管到哪里演出，哪
怕再熟悉的节目，她都坚持彩排，经常
一彩排就是两三个小时，年逾八旬的她

一站就是半天，从不叫苦喊累。
张年波回忆说，老团长定下了“两

不”规矩：艺术团无论到哪里演出，不收
报酬，不吃招待饭。大家不是自带干粮，
就是请当地人做家常饭，团员们自掏腰
包。不但如此，只要到贫困村、敬老院演
出， 老团长还会带领大家捐款捐物，奉
献爱心，“演出到哪里， 就慰问到哪里，
结对帮扶到哪里。”

2013年9月，仪征市大仪镇千棵村王
翠萍的独生儿子因车祸去世后，她毅然捐
出儿子的器官。得知王翠萍的老伴因病需
要住院手术， 殷翠红第一时间登门送上
2000元红包。王翠萍回忆说：“那天殷阿姨
还把女儿、 儿媳妇和同事一起带到我家
里，当面跟我结对，从此以后，每月600元
的生活资助，让我们家渡过了难关。”

“我是新旧两个时代的见证人，我
要用艺术这种形式告诉人们一个普通
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2009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以《艺术人生别样红》为题报道了殷翠
红，这样解读她痴情舞台的内心独白。

“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
什么？”殷翠红用一生作答。

爱， 诠释了殷翠红最美的人生风
景，变成了美德家风在传承，变成了众
人接力在延续。

爱，是一生不变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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