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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
停电时间 9:30-14:30
停电线路 10kV唐家线1F2104开
关以下，至1F211F24开关
停电范围 丹徒区上党镇金河新
型墙体建材厂、镇江市水业总公
司、镇江市丹徒区江华电源有限
公司第一车间、镇江市丹徒区江
华电源有限公司、镇江市丹徒区
谷阳旭升新型建材厂、莱村新型
建材厂、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莱
村村民委员会、东贪村建材厂、镇
江市丹徒区上党镇金河村村民委
员会、镇江市丹徒区金河皮业有
限公司、镇江众欣塑胶包装有限
公司、谷阳莱村付家东、莱村 03
号、后桥02、莱村后庄中、牧马01

号、牧马村、牧马村南、牧马南岗
东、牧马02号、莱村后庄南、东湖
村委会西、后桥北、后桥南、后桥
01号、莱村村委会、莱村小山头、
莱村五组、谷阳莱村八组、莱村村
中、莱村04号、谷阳莱村五组、莱
村村东、莱村村北、莱村02号、莱
村孔家、谷阳莱村三组、蒲村 03
号、蒲村小学、蒲村朱家、谷阳蒲
村九组、蒲村六组、谷阳莱村北岗
西、谷阳莱村 01 号、谷阳蒲村十
组、蒲村01号、蒲村山头中、谷阳
蒲村五组、蒲村 02 号、谷阳蒲村
七组、谷阳蒲村 04 号、谷阳蒲村
一组、蒲村村南、金湖一组、谷阳
蒲村四组、义村03号、义村八家、
义村波家、义村村东、义村02号、
义村04号、义村05号

停电时间 9:00-14:00
停电线路 10kV 水厂线 16502 开
关以下；10KV 安置线 16232 开关
以 下 ，至 162163、162170 开 关 ；
10KV兴中线16401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165线：无
162线：中学北路
164线：镇江兴中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世业福利2号箱变、世业福利
1号箱变、世业常丰河东、世业福
利东、世业还青桥配变、世业常丰
西、世业常丰南、世业常丰北、世
业常丰01号变
停电时间 9:00-13:00
停电线路 10kV加工区I线12504
开关以下，至12507开关
停电范围 无
停电时间 9:30-13:30

停电线路 10kV 世镇线 16347 开
关以下，至16331开关；10kV音乐
线16604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163线：世业集镇04号
变、世业集镇 14 号变、世业集镇
01 号变、世业集镇 05 号变、世业
新村 03 号变、世业集镇 09、世业
集镇11号变、世业安置小区
166线：镇江水上过驳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镇江海
事局、农场排涝站、镇江市教育发
展投资中心、江苏镇安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跃进排涝站、世业新村
三组、世业卫星五组、世业卫星04
号变、世业集镇 06 号变、世业二
组、世业村01号变、世业村六组、
世业村七组、世业村 02 号变、世
业卫星沙窝、世业四季青、世业汽

渡、世业镇南小区
停电时间 9:00-13:00
停电线路 10kV 东昌 151 线，至
15101开关；10kV东昌线15122开
关（备用）；10kV 姚镇线 15311 开
关以下，至15371开关
停电范围 153线：姚桥集镇01号
变、镇江日月照明有限公司、镇江
东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姚桥
集镇 2 号箱变、姚桥集镇 3 号箱
变、镇江日月照明有限公司、姚桥
集镇小区、姚桥集镇 23 号变、姚
桥仲家 01 号变、姚桥集镇 01 号
变、姚桥集镇18号变、姚桥仲家1
队、张连华、姚桥集镇西、镇江新
区华盛工具厂、姚桥集镇 19 号
变、姚桥集镇 20 号变、姚桥集镇
21号变

停电检修信息

市老年书画协会
“组改社”完成16家

京江晚报讯 丹阳市老年书
画协会相关人员一行，日前来到
京口区大市口街道东吴社区，对
老年书画社考察“组改社”（市老
年书画协会会员活动小组改组为
社区书画社）的做法和经验。

东吴社区老年书画社现有会
员16名，平均年龄70岁。社区积
极支持老年书画社建设，配建了
60多平方米的老年书画活动室，
今年以来已开展了十多场笔会、
展览、交流活动。

该社负责人沈五顺表示，通
过“组改社”加强了社区对老年书
画工作的组织领导，提高了组织
活动水平，夯实了组织工作基础，
拓宽了“银发生辉”老年志愿服务
活动的路子。

据介绍，镇江市老年书画协
会自 2017 年开始启动“组改社”
工作，并于去年上半年完成市级

“组改社”建设。截至目前，镇江
市区共有16个社区书画社，会员
500多名。

（干光磊 陈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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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志愿服务
“大手牵小手”
千余“公益小天使”
受到锻炼

京江晚报讯 近日，小天
使公益项目推广交流暨总结表
彰会在润州区实验小学召开。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一年
来，在各个公益志愿团队的全
力支持下，公益志愿服务形成
了“大手拉小手”的格局，千余
名“公益小天使”参与各类公益
志愿服务，取得良好的效果。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对
目前小天使团队的优秀志愿者
代表进行表彰，并与积极支持
小天使活动的共建单位和个人
进行现场探讨和交流。“公益小
天使”是一个为小学生搭建社
会实践的公益平台，它围绕自
然科学、环保健康、道德教育、
安全保护、传统文化等主题开
展各类活动，让孩子们参与其
中，从小培养志愿服务意识。

交流会上，山水义工负责
人杨柯、学校优秀小天使代表、
优秀家长志愿者代表等先后发
言。润州区慈善总会相关负责
人充分肯定了“公益小天使”这
个项目，并表示希望得到更多
家长和公益团队的支持，促进
我市公益志愿服务进一步发
展。

(胡荣生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近日，长航
公安局镇江分局常州派出所成
功查获一条非法改装的大型采
砂船。

据长航警方介绍，10月 11
日凌晨 2 点多，民警接到报警
电话称，在长江 73号黑浮水域
有一条采砂船正在活动，请公
安前往处置。接警后，民警立
即联系泰兴水政一同前往该水

域，在巡查至 73 号黑浮附近
时，民警发现一艘没有任何标
识的采砂船正在全速向江北驶
去，民警指挥公安艇紧跟其后，
采砂船立即加速逃窜，向中铁
建码头上游的芦苇荡冲滩，在
采砂船冲滩失去动力后，民警
立即登船对现场进行控制。民
警在船体两侧发现4根直径约
80厘米的铁质吸砂管，18根直

径约 20厘米的输送管，在机舱
内发现 6 台吸砂泵，但船上人
员已弃船逃离现场。

目前，该采砂船已被扣押
至泰兴水政基地，经过民警初
步调查，已确定了船上人员的
逃窜路线并调取了相关监控，
民警根据这一线索正在开展追
缉。

(卢亚鹏 程鹤云 曹海滨)

京江晚报讯 日前，丹阳东
方盛世小区出现惊险一幕：一名
2 岁女童从三楼坠下后又要往
下跳，小区物业、保安和居民纷
纷出手相救，最终合力使女童转
危为安！“女童真是命大，幸亏遇
到了这么多的好心市民！”昨天
的采访中，小区居民回忆当时的
场景，纷纷后怕不已。

10日下午1点多，东方盛世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陈顺良正在
小区内巡逻，突然听到一阵女童
的哭声，还有一名大爷焦急的喊
叫声。一开始，陈顺良以为是谁
家的家长在训斥孩子，但是仔细

听了之后发现女童的哭声不寻
常，于是他立即循声来到了小区
13幢。

陈顺良猛一抬头发现，一名
女童的头卡在了三楼外墙和天
然气管道之间的缝隙里，双脚悬
空。稍有不慎，女童就会掉下
来。而大爷的喊叫声，也是看到
这惊险一幕后发出的。陈顺良
随即大声呼叫同事。而就在这
时，女童突然下坠，落到了二楼
平台边缘！

让人揪心的是，险情再次发
生，女童落下后立马站了起来，
准备往下跳！情急之下，陈顺良

立即大声喝止，让女童不能跳！
女孩一愣，呆在那里一动不动。
此时，几名小区居民闻声赶来，
面对险情，有热心业主跑回家拿
来棉被，随后众人立即拉起棉被
四角，准备接住随时都有坠落可
能的女童。

此时，社区一名小伙子以敏
捷的身手迅速翻到三楼平台，并
借助消防软管下落到二楼平台，
然后一把将懵了的女童抱起。
女童获救了，此刻众人的心才落
了地。

后据知情人介绍，被救女童
大约两周岁，是 13 幢楼上的住

户。当天下午，女童父亲出门上
班，女童随后跟着出门，不知怎
么来到了三楼平台。幸运的是，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及居民及时
发现这一险情，最终在众人的合
力下成功救下女童。

经医生检查，女童除了嘴唇
受到轻微伤外，其他并无大碍。
这一险情也再次警示家里有未
成年人的，千万不要将他们独自
留在家里，特别是幼童，否则一
旦出事，后悔莫及！

（朱美娜）

2岁女童三楼坠下后又要往下跳
危急时刻，小区居民楼下拉棉被，热心小伙翻墙徒手救援

一条非法改装大型采砂船被查获
机舱内有6台吸砂泵

昨天，四牌楼
街道江一社区干部
将居民学烧的菌菇
汤送到社区高龄老
人家中，让他们分
享社区居民在厨艺
培训中新学的厨
艺，品尝美食。

王呈 黄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