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山站分4步建设
中吴大道与和平路交叉口左转需绕行

地铁1号线最长车站———

本报讯 地铁 1号线最长的站
点———茶山站将分4步建设，目前已
完成第一阶段车站南端地下围护结
构。8月26日起，该站点启动车站北
端围挡施工，沿和平路设置的围挡占
据中吴大道北半幅车道，将对中吴大
道、和平路的交通产生一定影响。

茶山站位于中吴大道与和平路交
叉口，长约494米，为地下岛式车站，
共设4个风亭和12个出入口，其中6
个出入口沿用过街通道的出入口。考
虑到今后茶山站将与其他线路进行换
乘，因此车站部分区域设置为地下三
层结构，整个车站的建筑总面积
30705.6平方米。

据中铁十一局常州地铁项目部书
记李永刚介绍，茶山站规模较大，站点
涉及的中吴大道、和平路车流量大，交
通压力较大，为了尽可能降低施工带
来的影响，施工需要分4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先做好车站的南北两头，即
完成车站南端208米的主体结构，以
及车站北部100米的主体结构；第二
阶段，进行车站中间段施工；第三、第
四阶段，进行出入口及风亭施工。

从今年4月起，茶山站南端率先
进行围挡施工，目前已基本完成208
米的地下围护结构，预计国庆节前后
进入车站基坑开挖阶段。

8月26日起，车站北端进入围挡

施工。据介绍，车站北段围挡建设期
间，占用中吴大道北半幅车道，中吴大
道与和平路交叉口不论是由东向西还
是由西向东都无法左转，必须沿中吴
大道南半幅疏解道路直行 200米后
掉头绕行至和平中路；和平中路中间
两个车道被占据施工，但南北往来依
旧畅通，无需绕行。

茶山站北端井头必须接收来自清
凉寺站的盾构掘进；车站南端井头则
要承担盾构机从茶山站往聚湖路站掘
进的功能。因此，茶山站南北两头均需
要等到明年下半年完成盾构掘进后，
才能恢复路面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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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有光奖学金
第9次颁奖

22年前卖掉12间故居助学

本报讯 武进区漕桥初级中学日前
第9次举行“孙有光奖学金”颁奖仪式，
对罗传鹏、邓文、贾新栋等37位学子发
放了奖金和获奖证书。

1993年，北京大学力学系教授孙天
凤、华东师范大学高级园艺师孙谷兰等
兄妹6人，为纪念父亲孙有光长期从事
教育事业，同时也是实现先父遗愿，将位
于漕桥镇东街的12间面积为360平方
米的故居卖掉，所得6万余元全部捐赠
给漕桥中学，设立“孙有光奖学金”，以鼓
励家乡学子勤奋学习、成才报国。

孙有光先生是武进漕桥人，解放前
曾任武进县教育局长、振声中学董事会
主席等职，对家乡教育、交通和蚕桑事业
作出巨大贡献。 !童华岗 吴玉祥"

!"#名学生获得
$%&'(万元资助

“金秋助学”———

本报讯 市总工会“金秋助学”款昨
天开始发放，我市有192名寒门学子共
获63.75万元助学金。
“金秋助学”是工会助学的一项品牌

工程。今年资助对象主要是特困职工、困
难单亲女职工、困难农民工和市级以上
劳模的上学子女。

记者了解到，经前期审核，我市共有
192名学生符合助学标准，助学款、奖学
金总计达63.75万元。在资助学生中，大
学生占90%，其余为中小学生。其中，劳
动模范子女14人，奖学金9万元；困难单
亲女职工子女39人，助学金12.7万元。

辖市、区等各级工会也开展多种
形式的助学活动，助学款总计达200余
万元。 !周凌虹 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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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缴纳车购税车辆数：

本报讯 昨天，车购税“成绩单”
出炉，市区8月份共有3589辆汽
车缴纳了车购税，其中国产汽车
3300辆、进口汽车263辆、挂车26
辆，较7月3926辆下降了8.6%。

据常州国税局第一税务分局相
关人士分析，导致缴纳车购税的车
辆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目前大部分汽车在降价促销，导
致相当一部分非刚需的消费者呈观

望态度；二是“十一”有车展活动，届时
常州绝大部分4S店都会参展，有部
分消费者想等到车展时比较价位后再
购车。

据统计，8月份车购税窗口合计
征税 5369万元，较 7月下降了近
11%，高于车辆数目的下降趋势，这也
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目前4S店都在降
价促销导致车辆购置税的总体减少。

!凃贤平 杨佳"

跳闸查询不再难
省内已率先推广，10月拟推向全国

尧塘供电所研发线路“心电图”

本报讯 金坛尧塘供电所使用
自己研发的“便携式剩余电流在线
监测装置”，对近期频繁跳闸的姚家
2#配电变压器进行检查测试，不到
半天就找到了故障点。

据介绍，对于这样的“查漏”，平
时大多是凭经验，少则1个星期，
多则几个月，长期困扰农村供电所。
除了凭经验外，只能采用固定式剩
余电流采集器“查漏”，但尧塘供电
所所长王平本月 26日告诉记者，
一套固定式剩余电流采集器要280
元，尧塘辖区共有23000户用户，
若全部安装需要640多万元，因此
很难大面积推广。

针对这一情况，这个供电所去
年开始研发“便携式剩余电流在线
监测装置”。该系统由30台采集器

和主站管理程序两部分组成，可以随
时携带到现场进行安装。在实际使用
时，将采集器安装在用户侧，实时采集
用户的剩余电流数据，通过GPRS网
络发送到主站服务器，现场工作人员
通过手机APP软件就可以查看用户实
时剩余电流数据。采集器每10秒发送
一次电流数据（以发送周期内最大电
流为准），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调节发送
周期，最短0.2秒。一旦找到故障点，即
可对存有故障点的用户进行隔离后送
电，不影响其他用户的正常用电。

目前，该装置已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并申报两项发明型专利。据了
解，对这项研发成果，国家电网公司已
作为试点项目在江苏省内率先推广，
今年10月拟在全国推广。

!夏冰 奚青兰 秋冰"

市中心+,条干道基本完成
老旧燃气管改造———

本报讯 26日途经北大街的市
民发现，这条路上同时出现3台挖
机在3个路口施工。这是常州港华
燃气公司在开学前实施的老旧铸铁
燃气管改造攻坚战。至此，该公司已
基本完成市中心10条干道的燃气
管改造工程。

据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
市共敷设360公里铸铁燃气管，这些
老旧铸铁管已经存在断裂、接口泄漏
等安全隐患，必须改造。到去年底，港
华燃气公司已改造276公里，尚余84
公里，今年计划继续改造47公里。但
今年计划改造的广化街、晋陵路、健
身路、化龙巷、小河沿等道路都位于

市中心，交通流量大，地下管线复杂。为
了减少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港华公司根
据市交巡警部门的建议，专门把市中心
道路上的燃气管改造工程安排在交通
流量相对减小的暑假期间。

为在开学前完成这些改造工程，
港华燃气公司一方面加班加点，一方
面增加人力和设备，把对交通的影响
降到最低。

港华员工经过两个月日夜奋战，
目前已基本完成市中心10条干道的
老旧铸铁燃气管改造。下一阶段，该公
司老旧燃气管改造将移师龙江路、关
河路东段、白云路等外围路段。

!周瑾亮 朱玲云"

《70·抗战老兵》摄影集首发
王玉华历时两年———

本报讯 金坛摄影家王玉华摄影
集《70·抗战老兵》26日首发。

王玉华从事新闻摄影20年，两年
前开始重点关注抗战老兵。去年4月，王
玉华按收集到的抗战老兵信息资料，排
定详细计划，选择茅山老区作为采访拍
摄第一站。他逐一走进老兵家庭或敬老
院，听他们讲述战斗故事，与他们拉家
常，一次不行就去两次，最多的一个去

了6趟。就这样，他为一个老兵留存的照
片，少的几百幅，多的上千幅。

两年内，王玉华正好拍摄了 70
位金坛籍或生活在金坛的外籍抗战老
兵；但是，没等到摄影集出版，其中 8
位老兵已离开人世。

也正是在这两年中，王玉华作为政
协委员，向当地政府反映和呼吁，帮助
解决了部分老兵的生活困难，还为多位

行动不便的老兵配备了轮椅和助听器。
拍摄过程中，王玉华一律不打闪

光灯，都是用自然光；制版过程中，一
律将彩色照片转换成黑白，通过最质
朴、简洁的表现手法，透出一种张力。
《70·抗战老兵》由浙江摄影出版

社出版，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人民
日报摄影部主任李舸给予较高评价。

!赵鹤茂 杨兆平"

张惠言《茗柯文编》出版
清乾嘉时期常州名士部落中心人物之一

本报讯 张惠言《茗柯文编》日
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次出版的《茗柯文编》是中
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由黄立新先
生整理点校。全书分为4编，另增
加补编与外编，收录张惠言经学论
著以外的全部古文、辞赋，并附《茗
柯词》。整理者选采善本，以道光三
年刊刻的《受经堂汇稿》为底本，参
校嘉庆、同治刊本及手抄本，校勘
精善，为当今收录张惠言赋、文、词
最完备的别集，也是历代最详备的
版本。

张惠言（1761—1802），武进
人，嘉庆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是清乾嘉时期常州名士部落的中心

人物之一。他世居大南门德安街德安
里，是常州词派创始人，又是阳湖文派
宗师（与恽敬一起开创阳湖派），还是
常州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骨干。张惠
言字皋文，号茗柯，以号名其文集、词
集，即《茗柯文编》、《茗柯词》。“茗柯”
一词源于刘义庆《世说新语》：“简文
云：刘尹茗柯有实理。”据刘应登解释：
“谓如茗之枝柯虽小，中有实理，非外
博而中虚也。”取号“茗柯”旨在求实，
勖勉自己“中有实理，非外博而中虚”。
张惠言还曾与挚友恽敬相约共勉：“当
事事为第一流。”

阳湖派另一宗师恽敬的文集，此
前不久也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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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重新建设月季基地
新址选定礼嘉

受淹月季7成救活陆续开花

本报讯 今年6月我市遭遇罕见灾
害性天气，连续强降雨使月季基地的5
万多盆市花严重受淹。不过，记者26日
下午在紫荆公园看到，从月季基地转移
过来的受淹月季，绝大部分已经脱离险
境，已有7成成活并陆续开花。

月季基地地处天宁区郑陆镇，作
为市花大本营，全市所有月季精品都
聚集在此。由于地势低洼，6月 26日
晚管理人员发现雨水漫灌，花盆里的
水无法及时排出，这对月季几乎是灭

顶之灾。为此，园林部门在全系统抽调
人员抢救受淹月季，其中 250多盆古
老月季最先被转运到紫荆公园。紫荆
公园两处大草坪“暂住”了 1.5万盆月
季，其中有外国月季、精品月季。还有
近 2万盆月季被安置在重新选址的月
季基地附近。

紫荆公园负责人、月季创新工作室
带头人支秋娟说，当时受淹最严重的月
季整株都被没在水中，直到第5天才被
抢救出来，捞出来时已有腐臭味，叶子也

发黑了。当时有国内专家说，月季受淹超
过20小时就很难成活，认为这些月季
已基本没有抢救价值。但是，园林部门工
作人员没有放弃抢救。所幸当时天气帮
忙，抢救出来以后的几天是阴天，温度也
不是很高，给月季赢得了一个很好的恢
复时间。后来，管理人员对这些受淹月季
进行了杀菌消毒、重剪、遮荫、翻盆等一
系列措施。令人欣喜的是，10天左右，这
些月季逐渐萌发新芽，8月初陆续开出
第一茬花朵，到现在已经全部脱离危险，

长势良好。
市园林绿化管理局风景园林处处长

戚维平说，经过及时抢救和精心养护，常
州现有1200多种月季，品种基本没有
损失，也基本没有影响到常州月季种质
资源的地位。下一步将在救活的基础上
养壮，让它们恢复过来。

据悉，园林部门已经重新选址在礼
嘉建设新月季基地，新基地建好后，市花
都将进入新的“大本营”。

!周瑾亮"

下月市区预计有#%个楼盘加推
降息促进楼市

本报讯 记者从常州房地产市场
了解到，由于市场对26日的降息消
息还在消化期，到客量尚没有明显提
升，但有置业需求的市民对楼市的信
心明显增强。

市民曾先生昨天下午和自己的置
业顾问通了电话，敲定周末前往售楼
处签订购房合同。曾先生告诉记者，自
己之前就看中了弘阳广场的一套房
源，“之前就有置业打算，但对于具体
什么时候下手没有明确的规划。”随着
26日的降息，曾先生决定不再犹豫，
“目前贷款利率已经比较划算了，基本

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常州弘阳广场副总经理杨本敬表

示，对于原本就有置业打算的客户，本
次降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将推
动入市步伐，促进开发商进一步争夺
“金九银十”传统旺季。

据不完全统计，从本月底到9月
份，市区预计有23个项目加推，新推
量将达40万平方米，为今年以来最
高值。

记者从市公积金中心获悉，截至
昨天下午 4：30，26日、27日两天共
受理了117笔公积金贷款申请业务，

总申请额度为4006万余元。从申请
数量来看，基本和前期持平。工作人
员介绍，由于市民要先买房才申请贷
款，因此降息对申请公积金贷款业务
数量的影响要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后
才会显现。

据克而瑞常州房价点评网数据显
示，今年前3次降息均对常州楼市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在降息后一个月，常
州市区商品住宅成交量会有一个明显
提升。但同时，随着降息周期的变短，
市民的心态也在不断调整。因此，政策
效应周期也越来越短。 !黄洁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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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还发现，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副巡视员王金文，违法行使职权，帮助不
符合安全规定的瑞海公司通过安全评
审，致使不具备资质的瑞海公司通过了
危险化学品经营有关资质的审批。

根据查明的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
检察机关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天
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武岱（正厅
级）、原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副局长李志刚（副厅级、已退休）、天津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港口管理处处长冯
刚、天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高怀友（副厅级）、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局长曹春波、滨海新区规划和
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局长朱立明、天津海
关副关长兼新港海关关长王家鹏（副厅
级）、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郑庆
跃（正厅级）、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李洪峰（副厅级）、天津港（集团）
有限公司安监部副部长郑树国依法立
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以涉嫌滥
用职权罪对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巡视
员王金文（副厅级）依法立案侦查并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一连串政府部门
领导玩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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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27日位于爆炸核
心区水坑南侧的原汽车存放区内的
积水废水已经基本抽干。该停车场
区域面积约3万平方米，爆炸事故发
生后，曾有4000-5000吨的积水。

8月26日0点至24点期间，现场
共采集水样品79个（5个点位无法
采集）。累计共有34个点位检出氰
化物，其中7个点位氰化物浓度超
标，全部属于警戒区内污水点位，超
标浓度为0.727-13.9mg/L，超标倍

数为0.45-26.8倍。事故周边区域地下
水浓度为0.004mg/L，未超过《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9）。海水6个
点位有4个点位检出氰化物，浓度值
在0.0006-0.0009mg/L，均不超标，
其余两个点未检出。

重点区域特征大气污染物监测结
果显示，典型学校、居民小区和企业
24个空气质量监测点位中，累计14个
点位检出挥发性有机物，7个点位检
出氰化氢，6个点位检出硫化氢，7个
点位检出氨，浓度值均达标。

遇难145人 失联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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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129家社会组织中，社
会服务类占60%，残疾服务类占
2%。但是，距离提供足够公共服务
的需求，还有不小差距。

天宁区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为入
驻的社会组织提供场地、孵化培育、

组织评估、发展指导等多项关键性支
持服务，引导入驻社会组织有序参与
公益服务和社会管理；整合社工、学
者、律师、财务、管理咨询专家等专业
力量，通过教练式引领辅导，提高社会
组织整体管理水平。（凃贤平 陈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