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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城53家游泳池迎“年检”
半个月后公示检测结果
□2018

□

梅雨季节已过，接下来扬州将迎来
连续的高温，泡到泳池里消暑不失为一
种好的健身方式。各大泳池的卫生和水
质是否达标？昨天，记者跟随市卫生监
督所对城区多家游泳场所进行专项检
测。现场初筛总体状况较好，半月后向
社会公布水质检测结果。

针对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从业人员 余氯含量。记者了解到，现场进行的快 高了，会对皮肤和呼吸系统等产生刺 随机抽取检查单位和执法检查人员。同
健康体检情况；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 速检测项目一般只测余氯。余氯是指水 激。”该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时进行全过程记录执法，执法人员配备
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公示 经过加氯消毒，接触一定时间后，水中
随后，在迎宾馆游泳池，卫生监督 执法记录仪，对检查过程全程录像，实
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 所余留的有效氯。一般在5秒左右，泳池 所作人员在浅水区检测发现，余氯含量 现“阳光执法”。
测信息情况；按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 的余氯含量就能被检测出，当场就能了 为0.45，浸脚池为8.5，符合正常范围值。 近几年，卫生监督部门都发布了游
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监督抽检项目 解泳池大致的水质情况。
现场，工作人员还对游泳池水质进 泳场所“红黑榜”，对现场检测不合格的
包括游泳池水浑浊度、游离性余氯、 通过比色得知，该游泳池余氯为 行了采样封瓶，送疾控中心实验室进一 游泳场所进行公示。今年，卫生监督部
0.4，浸脚池余氯为8.5。“游泳池正常范 步检测。检测项目共计5项，分别是菌群 门还将延续这一方式，检测和抽检结果
细菌总数、浸脚池水余氯等。
覆盖城区53家游泳场所 pH、现场初筛检测余氯含量
围是0.3到0.5，浸脚池的范围是5-10， 总数、大肠杆菌、尿素、余氯和浑浊度。 预计在半月后公布。对于抽检不合格的
“今年的检查覆盖了城区53家游泳
这两项都符合标准。”市卫生监督所工
会要求其立即整改。此外，市民如
半月后公示检测结果 泳池，
场所，数量比去年多9家。”市卫生监督
昨天下午，记者跟随卫生监督部门 作人员告诉记者，“ 余氯的数值既不能
发现游泳场所存在水质浑浊、有异味等
来到市游泳健身中心。卫生监督所的工 太低，也不能太高。低了，消毒效果差， 自去年开始，游泳场所水质检查引 问题，请向辖区卫生监督机构投诉举
所所长助理王礼富介绍，
本次监督检查已经是第3天，主要 作人员现场检测了比赛池和浸脚池的 水中的微生物会超标，易发生传染病； 用“双随机”抽查。王礼富介绍，也就是 报。 通讯员 韦晔 记者 王诗韵

色如白玉 形如烟花
夜间开的吊瓜花，你见过吗？

社区黑板报

连福社区
周日活动开始报名

本报讯 （ 通讯员 范燕茹 记者
刘峰生 ） 本周日上午8：30，连福社区

将联合志愿者团体举办“我为环卫工
送清凉”活动，即日起欢迎辖区青少
年报名。报名电话：80780258，报名地
址：连福社区邻里中心。

文昌花园社区
明天有文艺演出

本报讯 （ 通讯员 陈桂香 记者
刘峰生 ）明天下午4：00，文昌花园社

区将在鸿泰家园中心广场举办周末
剧场“我的七彩暑假”专场文艺演
出。

贾桥社区
明天有硬笔书法培训

本报讯 （ 通讯员 庄海燕 记者
余佳 ） 明天上午9：00，贾桥社区在社

区图书室，举办暑期青少年硬笔书法
培训活动。

新仓巷社区
明晚有唱红歌活动

本报讯 （ 通讯员 刘皓 记者 余
佳 ）明晚7：30，新仓巷社区在1912广

场对面运河沿岸组织唱红歌活动。

凤凰桥社区
明天有安全讲座

本报讯 （ 通讯员 龚沁沁 记者
仲冬兰 ） 明天下午3：00，凤凰桥社区

将开展暑期青少年活动，地点：社区
一楼活动室。

丁魏办中医健康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 濮健婷 记者 仲
冬兰 ）昨天上午，丁魏社区党总支联合

平山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中医
药健康讲座，吸引社区约50名中老年
人参加。 讲课结束后，医务人员还给
社区居民免费检查血压、血糖，同时解
答了居民咨询的健康问题。

昨天 ， 解放桥社区联合城管 、小
区物业等 ，清理老小区及街巷的垃圾
杂物 。 谈志娟 刘峰生 摄

40名票友19年演出千场
19年前，扬剧爱好者祝宝定组织张 子戏等，为了提高演出质量，此后添置了

跃琴、钱锋、任正霞等40多名扬剧票友， 戏剧服装及灯光设备等道具。除了大家出
创立了邗江文化馆“星期天剧场扬剧演唱 资外，也得到邗江文化馆的大力支持。近
团”，逢周日下午在邗江文化馆大会堂献 年来，多以排演全本戏为主。据不完全统
演。坚持19年，从未间断。
计，19年来约演出1020多场，受到广大市
特约记者 陈金龙
一开始，票友们一般是清唱及小型折 民的欢迎。

只在夜间绽放的花除了昙花，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吴德祥种植的吊
你还知道哪些？近日，市民吴德祥拍 瓜花虽然每年开花，但很少结果。
摄的一组夜里开放的吊瓜花，美若
吊瓜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近年
夜空中的素色烟花，吸引了不少人 来在我市也有少量种植，但这种专
围观。
门用于收获瓜子的吊瓜则是白天开
吴德祥拍摄的吊瓜花，就种植 花。市民陆亚洲去年起在甘泉种植
在他家楼下的小区花圃里，属多年 了数亩吊瓜，他说，他种的吊瓜都是
生草藤植物，半个月前开始开花， 白天开花，但瓜藤、花形和夜里开花
“一般夜里八九点开，到凌晨4点左 的吊瓜都很相似，“两种吊瓜可能是
右凋谢。”吴德祥介绍，这株吊瓜是 同一个家族的不同品种。” 通讯员
他前几年种植的，每年春天发芽，夏 吴德祥 记者 仲冬兰 文/图
天高温天到来时开花，花期一般持
续一两个月，
“花朵多，花期就长些，
最长可以开到两个月。我们小区花
圃由于在楼房背面，开得迟，在阳光
充裕的地方，一个月前它就开始开
花了。”
由于这种吊瓜花只在夜里开
放，一般人很难见到它的芳容。它大
约茶杯大小，棉白色，靠近花萼处是
花瓣，最上面有花丝，吴德祥也是掌
夜里开放的吊瓜花 。
握它的习性后，夜里欣赏，
“靠近闻，还

古稀老人家藏5000册图书
愿捐赠部分给社区阅览室

昨天上午，家住沙南一村的宗玉 读书，四五六年级的班主任都是爱好篆 家的客厅、厨房、杂物间里堆满了各种
祥大爷向沙南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他 刻与文史的桑榆老师。小学4年级时， 书籍，一半已经泛黄。宗大爷说，他买
愿意将家中的部分藏书捐给社区，以 桑老师就将班上几名成绩好的同学带 的书以文学类、史地类为主，另外还有
营造书香社区的氛围。
回家，学篆刻、看书读报，作为语文课代 不少工具书。虽然没有详细统计过，但
今年72岁的宗大爷从小学4年级 表的他也是其中之一。
家中藏书应该超过5000册了。
开始爱上看书，从那时起，看书、买书
高中时，宗大爷开始用父母给的零
愿向社区捐赠部分
成了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到目前为止， 花钱买书；在兴化农村插队时，他还利用
因为爱看书，宗大爷的写作能力一
他家的藏书达到5000多册。
赶集时间去新华书店看书、买书；工作尤
直很强，
不但如此，在书香氛围中长大
其是结婚后，
他用每月的零花钱买书。
一
60年藏书5000多册 般情况下，一年买书的钱相当于一个月 的孙女作文也一直很好。
宗大爷印象最深的是，他小学毕业
宗大爷出生在东关街，1954年进 的工资。
入位于便益门外大街的工人子弟小学
记者昨天上午在宗大爷家看到，他 考试时写的作文《我的家乡》，作为全年

级两篇范文之一被传阅，而当年的小升
初作文题也是《我的家乡》；高中毕业下
乡插队，他背了一箱子书，；退休后，他
经常向媒体提供线索甚至自己创作，介
绍扬州的历史文化等等。
宗大爷买的每一本书都看过，的孙
女从小生活在他的身边，也养成了爱看书
的习惯，从小到大作文一直名列前茅。
宗大爷表示，他家这么多藏书，愿
意向社区捐出部分，以丰富社区阅览
室，让更多的居民尤其是孩子们看到这
些书。 通讯员 季红 记者 刘峰生

2018扬州晚报首届读者信得过口腔医疗机构
梅金 焕之 宝德 刘伟 李根林
口腔 口腔 口腔 口腔 口 腔
菲特 王金美 亚美 鲁淑东 牙博士
口腔 口腔 口腔 口 腔 口 腔

在广大读者为期一个
月的票选基础上 ，《扬州晚
报 》 健康部组织相关专家
对参评单位的技术水平 、
服务质量 、就医环境 、收费
标准 、网络口碑 、品牌年限
等进行综合评价 ， 现确定
10 家民营口腔诊所为 2018
年扬州晚报首届读者信得
过的口腔医疗机构 。
（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