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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段行道树该
“理发”
了
管理部门：将尽快派人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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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 】梅雨刚走 ，烈日发威 。
骑车和步行的市民喜欢躲在树荫下 ，
但也有市民反映 ， 一些路段的行道树
过于茂盛 ，给出行带来不便 ，希望相关
部门及时修剪 。昨天 ，记者根据市民反
映的地点进行了探访 。
【 记者探访 】
探访地点 ：淮海路石塔岗 。 昨天，
【

记者在石塔岗北侧路口看到，路边种
植着法桐，东北侧的法桐枝叶挡住了
信号灯倒计时屏，部分信号灯也被遮
挡，由南向北的车辆看不清信号灯。
探访地点 ：南通西路苏北医院段 。
苏北医院南门非机动车道边上种了一
排柳树，市民薛先生反映，部分柳树枝
条太长，骑车经过都要低下头，否则枝
条会刮到脸上。昨天，记者在现场看
到，部分柳树的枝条被车辆管理员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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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办热线
本报与“寄语市长”联办

【交管】
路边车位被“僵尸车”占据
宦桥路姚庄段

了起来，但还有几棵柳树枝条过长，需
要修剪。
探访地点 ： 江阳东路大水湾公园
段 。 市民杨先生反映，大水湾公园江阳
东路北侧人行道边上的行道树树枝垂
落，市民到公园锻炼，经过这里时都要

【活动预告】

淮海路石塔岗

江阳东路大水湾公园路段

南通西路苏北医院段

弯腰或者避让。昨天，记者在该路段看 者在宦桥路姚庄路段看到，南侧人行道
到，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之间栽种着夹 的行道树枝叶垂了下来，影响通行。
【 部门回应 】昨天，
记者将探访情况
竹桃树，非机动车道边上的绿化修剪
过，而人行道一侧的树枝则垂了下来， 反映给了辖区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将尽快派人修剪。
行人都需绕行。
探访地点 ：宦桥路姚庄段 。 昨天，记
帮办记者 马燕洁

多处窨井盖漫污水

【 市民反映 】 近日 ，有市
【 部门回应 】 记者联系
民反映， 市区博物馆路和吉
了辖区街道。工作人员介
祥路交叉口东侧， 多处窨井
绍，此处窨井漫溢污水和附
盖往外漫溢污水， 已经有好
近施工有关，施工导致下水
本报讯 ( 记者 杨婉 ) 明天11：00—12：00， 多天了。 不仅产生异味，影响
管道堵塞。现在街道正在和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些窨井 施工方进行协调，也安排市政部门
扬州市燃气公司相关负责人将走进12345政风 市民通行，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 记者探访】昨日，记者在现场 盖漫溢污水的现象已经有很多天 的人抽水，
行风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市民如果有相关投
但还是治标不治本。只有

市燃气公司明接12345

街道：需等施工结束才能疏通

看到，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上都 了，不仅产生异味还招来蚊虫，路人 等施工结束后，疏通下水管道，才能
有污水从窨井盖往外冒，冒污水的 容易滑倒，存在安全隐患。窨井漫溢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帮办记者 丁超禺
窨井盖有三四处。
污水可能和下水管道不通有关系。
理处张先生介绍，路面
破小面积的破损物业已
经作了维修，可大面积
维修需要动用维修基
金，比较麻烦。
邗江区房管局物管
【 市民反映 】 居民反映 ， 月亮园 到小区探访。记者从东门进入，
发现 科的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小维修应
小区道路毁坏严重 ， 相关部门答复 路面破损较严重，不少大理石破碎 当由物业公司负责，在物业费中支
进行整改 。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 或剥离，车子行驶在上面产生“哐 出，而类似月亮园东门进口主干道
小区东门道路还是破旧不堪 ， 车辆 当”声，白天还好，夜深人静时尤其 的大改造，则可以动用维修基金，须
刺耳。小区其他道路也有类似现象。 征得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后才
市区连运小区北门附近，绿化带成了废旧车 开过去发出声音 。
记者 姜传刚
【 记者探访 】 昨天上午，记者来
【 部门回应 】月亮园小区物业管 能实施。
辆堆放地，既影响绿化，又影响市容。 李正迁 摄

诉、建议或咨询，可拨打12345，相关负责人将
现场解答。

小区路面破损噪音大
物管：主干道维修需动用维修基金

市民 ： 开发区阳光静安花都小
区西门马路边是交通部门划的停
车位 ， 现在这些车位由 “ 僵尸车 ” 长
期占据 。 马路对面就是修理厂 ， 怀
疑是修理厂的 ，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
管理 。
公安局 ：这些所谓的“僵尸车”

无法上路行驶，且停放在该路段未
涉及交通违法，我局交警支队辖区
大队无权采取强制措施。前期，辖
区交警大队在祥和路找到了部分
属于观峰汽修的车辆，劝其对车辆
进行了处置。对于其他车辆我局交
警支队辖区大队将积极与所有人
取得了联系，劝其将车辆进行妥善
处置，但仍有部分车辆已损坏破烂
不堪，不具备上道路行驶的条件，
也无法查找车辆所有人，路边维修
点也否认是其所有。您也可以向城
管部门反映影响市容的问题。

【治安】
小区流浪狗夜间扰民
市民 ： 方百合园小区 35 栋南面
有一条流浪狗 ，因35栋3单元的业主
投喂食物 ， 这条流浪狗长期在附近
徘徊 ， 晚上长时间狂吠 ， 老人 、 孩子
每天晚上都被惊醒 。 希望相关部门
应对投喂食物的业主进行劝诫 ， 对
流浪狗进行抓捕 。
公安局 ：我局邗江分局念四派

出所立即安排专人调查了解此事。
目前该所民警已联系联系物业，物
业答应近期将对此狗进行捕捉。(摘
自 “中国扬州·寄语市长 ”)
记者 刘昌云 整理

宝应中学语文教师李斯凤不简单
厉害了！她三届教出3个大市第一

2012年高考，宝应中学高三（1）班 出了三个大市第一，成绩的背后，离不
张启鹏同学夺得扬州市理科第一名； 开他们的语文老师李斯凤。
2015年高考，宝应中学高三（1）班胡晓
1995年参加工作至今，李斯凤奋
航同学夺得扬州市理科第一名；今年高 斗在讲台上已经24个年头了。她带出
考，宝应中学高三（1）班胡雨轩同学夺 了三个大市第一名，骄人的成绩看似偶
得扬州市理科第一名。同一个班级，考 然，其实也有必然结果。

个性塑造很重要
尖子生更要承受失败挫折

鼓励学生阅读
学生三年读了三麻袋书

每一次上作文课，李斯凤的开场白 读书籍足足能装三麻袋，今年的高考，
永远是“先做人，后做文”。她经常对学 胡雨轩同学语文考了139分，得益于他
生们说，做人要有大格局。格局小的人， 读书多、视野阔、格局大。李斯凤说，胡
“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这是 雨轩的阅读比较广泛，文学、哲学方面
一种悲哀；格局大的人，“ 登高山，而知 的书籍居多，几乎一个星期就能读完一
山之巍峨，临大海，而知海之浩瀚”，这 本。班里有不少同学作文都拿到了高
才是壮美的人生。对于如何成就大格局 分，这与平时的阅读习惯分不开。“有了
的人生，李斯凤鼓励学生们多读书、多 一定程度的阅读量，学生们的思路更加
旅游，来开拓视野。
开阔，作文的格局自然就会被放大，拿
在她的班上，胡雨轩同学三年的阅 高分也在情理之中。”

提倡师生和谐相处
让学生敢说敢做敢问
在她的带动下，学生们都喜欢上了 她把这句话张贴在教室里，每个学生都
《红楼梦》，通过对《红楼梦》里人物的探 熟记于心，她希望学生们可以沐浴在一
究，学生们对生命和命运有了更深层次 个畅怀的人文环境里，自由平等地飞
的理解。她非常喜欢《论语·先进》里的 翔。巧的是，今年的高考名句名篇默写
一句话，“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部分，第七小题就是《论语·先进》的这

李斯凤

句话，试题给出了前半部分和后半部
分，填写中间部分，班里每个学生都拿
到了这一分。
在李斯凤的语文课堂上，没有权
威的声音，只有真实的交流。李斯凤
说，课堂是允许学生犯错的地方。对于
中考语文成绩只有103分，二模、三
模、四模考试，语文只考90多分的房
同学，李斯凤在课堂上提倡几个“允
许”：错了允许重答；答得不完整允许
再想；不同的意见允许争论。在这样的
课堂上，房同学没有答错题被老师斥
责的忧虑，更没有被同学耻笑的苦恼，
他在学习中敢说、敢做，敢问，今年高
考他考了410分，语文考了120分。

李斯凤很欣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
一句话：育人先育心，育才德为先。她
认为，对于尖子生而言，塑造形象非常
重要。个性塑造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他
自身价值的实现程度以及对家庭、社
会的贡献的大小。
在李斯凤班上，许同学在5月份
就获得博雅计划优秀等次，后来上课
时比较随意。李斯凤反复对他说：“一
个有良好个性的尖子生，会本着对自

己、对亲人、对老师、对社会的高度责
任感，激发起‘建功立业’的强烈成就
感，持久地保持高涨的学习热情，理智
地学习，在取得好成绩后又能形成强
烈的危机感，不断地克服学习中遇到
的各种困难，才能取得新的进步。”作
为语文老师，李斯凤除了提高尖子生
的思想认识外，还帮助他们培养勇于
承受失败和挫折、面对成功和荣誉的
过硬心理。

担任备课组长
让青年老师“自觉”成长
李斯凤所在的高三A部语文组有 领下，目前已经成为高三语文教学的
9名成员，副校长张广银给语文组的 骨干，初次担任高三语文的代荣毅老
定位是：先自觉，后自由。作为备课组 师在扬州大市联考微课讲评中受到专
长，李斯凤放手让青年老师“自觉”成 家好评。
长。一年来，她带领组员学习教育理
一年来，李斯凤所在的高三语文
论。一课一研，给他们压担子、加任务。 组在历次考试中位于扬州大市第一
集体备课，他们主讲；上开放课，他们 名；今年5月初，语文组被宝应县总工
先行；评课交流，他们先讲。青年教师 会授予“工人先锋号”光荣称号，李斯
冯蓉、张方方，在扬州大市赛课中屡次 凤也从单飞实现了共翔的华丽转身。
记者 王小亮
获大奖。吴九虎、赵永梁在李斯凤的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