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小长假临近袁清明期间
全省高速公路 7 座渊含冤以下小
型客车免费通行遥 免费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3 日 0院00 至 2021
年 4 月 5 日 24院00 结束袁以车辆
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的时
间为准遥

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
口流量将达 331~340 万辆次袁较
去年同期增长 5%~8%袁4 月 3 日
将迎来出行最高峰袁 有望接近
350 万辆次遥 对此袁交警部门提
醒袁市民自驾出行前最好提前规
划出行线路袁尽可能错峰避堵绕
行遥

早晚双峰流量较大
清明期间袁预计全省高速公

路路网流量每天基本呈现 野双
峰冶变化趋势袁早晚高峰流量较
大袁早高峰为 8院00-11院00袁晚高
峰为 16院00-18院00遥 同时袁预计
八卦洲大桥尧江阴大桥尧苏通大
桥流量依然较大袁其平均流量超
10 万辆袁 比平日增加约 5%以
上遥

路网变化
与去年清明相比袁今年全省

高速公路路网结构更加合理袁通
行环境进一步优化袁服务设施更
加完善袁 通行效率逐步提升袁新
增沪苏通大桥尧常宜高速尧溧高
高速汤桥段尧宜长高速江苏段和
堰南枢纽尧万石枢纽尧张渚服务
区以及汤桥尧桠溪尧武进高新区
西尧和桥尧张渚尧顺河 6 个互通收
费站遥

易拥堵路段
清明期间袁全省高速公路流

量较大袁 预计有 14 个路段在高
峰时段可能会出现车多缓行现
象遥

祭扫路线易拥堵收费站
清明期间袁省内各地有序开

放室外公墓和室内骨灰堂 渊塔
陵冤 现场祭扫袁 同时做好相关防控措施遥 届
时袁预计相关墓区附近收费站流量较大遥

易拥堵服务区
清明期间袁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有 16 个沿

线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易发生交通拥堵遥
施工路段

清明期间袁省内有 G2 京沪高速尧G25 长
深高速等 17 处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尧 节点袁请
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提示遥

出行提示
清明期间袁 广大司机朋友们出行前请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状况袁 提前做好出行
规划遥 同时袁建议避开易拥堵路段尧易拥堵过
江通道尧热门景区以及施工路段袁合理规划行
程遥 建议错时错峰出行遥

当路上出现突发情况时袁 驾乘人员可通
过拨打 110尧12328尧96777 客服热线求助袁也
可通过关注 野江苏高速冶 微信公众号袁 使用
野一键救援冶功能袁在交警人员未来之前袁要在
故障车辆后方摆放警示标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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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儿吐绿春渐浓袁油菜花黄祭英魂遥
冬去春来袁转眼又一个清明节来临遥 在素有

野全国优质蚕桑之乡冶美誉的特庸镇境内袁一座
镌刻着野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冶几个醒目大字纪念
碑耸立在烈士陵园里袁 每天清晨人们都会见到
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袁带着家人肃立碑前袁先行
注目鞠躬礼袁再分头清扫园内外卫生尧擦洗大小
石碑遥 早饭后袁老人等候在陵园中接待着一批又
一批前来祭扫的人们袁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袁一遍
又一遍地介绍胡特庸与园中 116 位革命先烈袁
为了民族解放尧新中国诞生以及穷苦大众幸福袁
抛头颅尧洒热血的英雄事迹遥

这个家庭袁就是为了一个承诺几代人坚守袁
而入围野感动中国冶候选人尧荣获野江苏好人冶尧被
表彰为野盐城市道德模范冶野最美射阳人冶等誉满
盐阜老区的特庸镇九里村农民孟金开一家遥

战友情深允守墓

1957 年秋天袁转业军人尧时任特庸人民公
社民政助理的孙新袁 突然来到九里村新四军
老战士王万龙家中袁劈口问道院

野你与胡特庸烈士是不是战友钥 冶
野怎么不是袁这有什么可怀疑的钥 冶王万龙

感到不解遥
野那你能说得出他的历史和牺牲时的经

过吗钥 冶
野莫说我曾是他的战友袁即使每一个特庸

人也都应该知道这些历史遥 冶 王万龙激动起
来遥

1912 年 9 月出生的胡特庸袁原名胡太阳袁
湖北大冶县人遥 受野五四运动冶思潮影响和得
到革命家陶铸引导袁 在校时就加入党组织参
加了革命遥 1940 年 11 月袁党组织安排他随中
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来到盐阜地区袁历
任盐城一区区委书记及建阳尧 盐城县委组织
部长袁1947 年春调任盐东县委书记兼部队政
委遥 他工作扎实细致袁关心爱护同志袁善于发
动群众袁深受干群官兵拥护爱戴遥

1948 年 5 月袁 国民党黄伯韬兵团疯狂地
对盐阜地区串场河东进行梳篦式清剿扫荡遥
1948 年 5 月 27 日中午袁 正在新洋港北今盘

湾尧 洋马镇境内查看公粮损失的胡特庸及县
总队负责人程步风等袁 得知扫荡敌军已离开
盐东县袁 便决定赶回县委所在地南洋岸召开
会议袁及时总结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教训遥

不料袁 狡猾奸诈的敌人突然伪装成我军
部队潜回扼守交通要道袁 捕杀我地方干部与
共产党员遥 不知此情的胡特庸等人刚从北洋
登上渡船就觉情况异常袁当即纵身跳入水中袁
被船上早有准备的敌人开枪击中袁 热血染红
了新洋港袁牺牲时年仅 36 岁遥 同行的程步风
反击不济被捕袁最终也牺牲在敌人手上遥 6 月
22 日袁盐东县委隆重召开追悼大会袁将烈士牺
牲地分别命名为特庸区尧步风区袁即现在的特
庸镇尧步风镇遥

野是呀浴 为能让后人永远铭记住胡特庸烈
士袁 我们准备将之前安葬在偏僻闭塞洋河边
上的烈士墓袁 迁移到便于人们祭扫的九里大
队这边遥 我们知道你与他是战友袁想委托你平
时关心照应一下他的墓地遥 冶孙新动情地说明
了来意遥

野胡书记是外来的烈士袁这里没有他的家
人袁坟墓迁过来后袁你们就放心地交给我吧浴 冶
王万龙二话没说袁一口应允遥

赘婿孝顺替岳丈

野胡书记呀浴 当年为了盐阜地区解放袁你
带领我们野餐露宿尧出生入死袁打日寇尧抗顽
敌尧反扫荡尧搞土改袁救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
之中袁难得有个清闲时候遥 现在不一样了袁日
本小鬼子早已投降离开中国袁 国民党反动派
又被撵上台湾岛袁 是共产党让人民群众当家
做了主人噎噎冶新墓落成袁王万龙按照当地习
俗袁 带着老伴及女儿尧 女婿拎着酒菜到了墓
前袁边眼含热泪诉说袁边点燃纸钱遥 从此袁他便
经常到墓地说说话尧拔拔草尧填填土袁每逢清
明尧农历七月十五尧冬至尧除夕及胡特庸烈士
出生日尧牺牲日袁王万龙总要带上家人野上坟冶
烧纸遥

1966 年秋袁 地方民政部门决定将胡特庸
墓地扩建成烈士陵园袁并为特庸籍 115 位革命
烈士分别立碑纪念遥 墓地变陵园袁管理看护更

需专人负责袁 信守诺言的王万龙再次义务挑
起这副担子遥 随着年龄渐大和战争年代留下
的伤痛袁不愿家中尧陵园两地奔走的王万龙袁
不听家人劝说毅然在陵园旁自建起两间房
子袁一间自己居住袁一间收集张贴宣传胡特庸
及其他烈士的生平事迹袁 日夜守护在烈士身
边袁不时向他们叙说国家尤其是家乡的变化遥

转眼到了 1986 年袁 积劳成疾的王万龙伤
腿已严重至不能行走袁经家人尧亲友及镇村干
部反复劝说袁尤其是在上门女婿尧民兵孟金开
向他作出郑重保证后袁 老人方才同意离开陵
园搬回家中遥

机缘巧合袁 孟金开与胡特庸烈士之间有
着非同寻常的缘分遥 孟金开出生于 1940 年袁
恰巧是胡特庸烈士来到盐阜地区的那一年袁
且他任职的盐城县一区区委书记就是孟金开
老家所在地袁即使入赘异乡袁巧的是岳父又与
胡特庸烈士系战友遥 众多巧合袁让孟金开对从
没见过面的胡特庸烈士更加亲近了许多遥

情同父子袁目睹老人当年允应尧后来行动
的孟金开袁深知岳父是一个一诺千金尧重情重
义之人遥 为让老人放心袁孟金开接手看护任务
后第一件事袁向村尧镇申请将自家住房搬迁到
烈士陵园隔壁遥 从那以后袁 不用岳父吩咐督
促袁无论田里农活多忙袁孟金开坚持每天早上
起床第一件事袁就是带着扫帚尧抹布等工具到
陵园袁发现杂草尧垃圾及时清理袁确保园内园
外环境清爽整洁遥

1989 年初袁69 岁的王万龙重病弥留之际袁
颤抖着双手将他珍藏的一张胡特庸烈士小照
片交到孟金开手上遥 懂得老人心思的孟金开
当即去了集镇照相馆遥 当瞧到女婿捧着胡特
庸烈士大幅加框照片来到自己床前袁 此时已
说不出话来的王万龙欣慰含笑袁 安详地合上
了双眼遥

儿孙争相抢接捧

四季轮回袁日月如梭遥 不知不觉中袁胡特
庸烈士陵园第一代守护人王万龙去世 30 多
年遥 如果说袁之前的陵墓看护功在王万龙袁那
么他仙逝后的看护成绩则是女婿孟金开的遥

30 多年 11000 多天袁 在浩瀚漫长的时间长河
中或许仅是一瞬袁然而对于一个人来说袁人生
一辈能有几个 30 多年钥浴 30 多年间袁孟金开变
化的是年龄与精力袁 不变的是继承岳父看守
烈士陵园的诺言遥 30 多年来袁他不计得失袁不
求回报袁一年又一年袁一天又一天重复着相同
的事情袁按照岳父当年形成的习惯袁像对待自
家过世的老人一般对待先烈们遥

期间袁也由于孟金开的坚守袁使得他家有
幸与胡特庸烈士遗孤袁 随母姓的女儿陆胡英
建立了深厚情谊遥 亲切尊他为哥的陆胡英比
孟金开小一岁袁 过去几乎每年都要从湖北过
来一趟祭扫父亲袁 每次就好似回到娘家一般
落脚孟家遥 随着年老多病袁这两年老人已吃不
消这长途跋涉遥

野当初若不是我父亲果断阻止尧陆大姑及
时出面袁这个陵园早就不存在了遥 冶一旁孟金
开大儿子王勇介绍道遥

那是 20 年前的事情遥 当时袁省尧市民政部门
组织实施野慰烈工程冶袁意在把散落在乡野荒山中
的革命烈士坟墓迁移集中到一起遥 这的确是一件
野褒扬烈士英名尧开展红色教育冶的好事遥 然而袁当
孟金开看到有关部门派来的挖掘机开始挖碑动
土时袁 才知上面要把胡特庸烈士墓迁往 30 多公
里外的县烈士陵园袁感到不能理解和接受袁当即
拦住不让施工袁责问野胡特庸烈士陵园都拆了袁我
们镇还能再叫特庸吗钥 冶同时袁他赶紧打电话联系
陆胡英遥 陆胡英闻讯袁随即与江苏省有关部门联

系反映情况袁表达自己不希望迁移父亲坟墓的愿
望袁从而保下了这座特殊的陵园遥

多少年来耳濡目染袁 受到外祖父及父亲
深深影响和经常参与看护行动的王勇尧 王兵
兄弟俩袁 也早已把看护烈士陵园当作自己应
尽的义务遥 2006 年袁王勇注意到通往陵园的道
路坑坑洼洼袁而且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袁中小学
生难以过来祭扫袁 便一下拿出 3.5 万元积蓄袁
自费浇筑了一条 2.5 公里水泥路遥这笔钱在当
时袁可在村里盖上几间房子遥

老二王兵更是向家人宣称袁 他准备接下
父亲班看护陵园遥 野还有我们呢浴 冶王勇的儿子
王一飞尧王兵的儿子孟保林袁甚至他们的女儿
王小结尧孟保君袁即王万龙的第四代尧孟金开
的第三代也纷纷要求加入遥 尽管他们现在有
的在外经商尧有的还在读书袁但是他们所拥有
的这份特殊心愿袁却是那么地令人动容遥

一个承诺袁 农民孟金开家几代人 60 多年
的义务坚守和付出袁 为的是让革命先烈精神
得以传承发扬遥

野烈士们当年为了国家和穷苦人袁连自己
的生命都奉献出来了袁 我们家人做这点事还
不是应该的嘛钥浴 冶这是孟金开老人去年在出
席野盐城市道德模范冶表彰大会时袁对采访记
者说的一句话遥 2016 年袁孟金开当选为野最美
射阳人冶袁2019 年又先后获得野感动中国冶提名
奖和野江苏好人冶殊荣遥

红色家风有来人袁烈士英名永相传遥

一个承诺几代人坚守袁这户农家要要要

让红色血脉得以赓续激荡
本报通讯员 郭开国 徐步忠

淤

于

盂

青松翠柏守英烈,春风百花寄哀思遥 在清明来临之际袁我县社会各

界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花篮袁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袁弘扬革

命先烈的优良传统袁表达哀思和崇敬之情遥
图淤为四明镇曙光社区开展清明祭扫活动遥
图于为射阳县邮政管理局工作人中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遥
图盂为合德镇发鸿社区群众向烈士墓敬献鲜花遥

吴炘恒 徐东 王克成 摄

野拆得好浴 冶日前袁随着位于县城朝阳南街 4
座跨街广告被成功拆除袁正在围观的周边商户连
连称赞遥

据了解袁因为商家转租或出让门市袁导致一
些户外广告牌长期无人管理袁出现不同程度的破
损袁不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袁而且有损城市形
象遥 为了进一步规范城区户外广告设置和管理袁
连日来袁县城管局积极整治户外广告袁助力文明
城市创建遥

今年以来袁该局全面对人民路尧解放路尧幸福
大道袁朝阳南街等主次干道违规广告牌尧各类横
幅袁跨街广告袁高炮和围挡等进行集中整治袁统一
组织执法人员和专业的拆除队伍袁对辖区内逾期
不整改和长期无人管理的户外广告进行集中拆
除遥 截至目前袁共出动执法人员 1369 人次袁拆除
户外广告牌共计 394 块袁推动了户外广告有序发
展遥

下一步袁该局将持续加大对户外广告牌的整
治力度袁着力推进户外广告提档升级袁进一步加
大常态长效管理力度袁严格规范户外广告设施设
置袁确保全面完成城区户外广告牌匾标识治理工
作目标袁 全力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落到实处尧
取得实效遥

野现在生活环境越来越美丽了袁以前总是看
得到各种破损楼顶广告袁 破损的围挡和条幅袁现

在基本看不见了袁 城区内各种破旧不堪的站牌广告灯箱也不见
了袁街道环境越来越好了遥冶说起家门口的变化袁市民周先生称赞
野创文冶真是野创冶进咱老百姓心坎里了遥 渊陈尹 宋玉成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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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金开在擦洗墓碑

全国文明城市是一块 野金字招牌冶袁 是城市治理能
力尧综合竞争实力和持续发展潜力的集中体现袁是我国
目前综合评价城市整体发展水平的最高荣誉袁含金量最
高尧创建难度很大遥 坚定不移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袁是县
委尧县政府着眼长远发展袁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袁也
是向全县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遥 但是目前我县创建工作
还有部分薄弱环节需要整改提高尧攻坚突破遥

要建强基础设施遥 基础设施建设是创建文明城市的
硬指标尧硬任务袁更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袁群众关注度
高尧涉及面广遥 就目前要加快推进明光路尧海都大桥建
设尧德发大道改造提升和小洋河生态养护等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袁抓紧对公共区域地面破损尧无障碍设施不完善尧
交通标志标线不清晰尧垃圾箱设置不到位尧母婴室等功
能设施不齐全等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整改袁确保所有点位
全面达标尧高质量达标遥

要改善居民小区遥 扎实开展老旧小区整治袁采取物
业管理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袁大力解决老旧小区存
在的车辆乱停尧杂物乱堆尧垃圾清运不及时等老大难问
题袁 及时改造老旧管网管线袁 增加必要的停车泊位尧路
灯尧文体健身等公共设施遥 着力做好小区环境绿化美化
工作袁抓住春季绿化有利时机袁对裸土地块补绿植绿袁加
大野牛皮癣冶整治力度袁确保所有楼道墙面整洁美观遥

要整顿环境秩序遥 加强对农贸市场尧主干道尧商业大
街尧背街小巷尧城乡接合部尧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的集中
整治袁强化违法小广告治理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尧分
类运输尧分类利用袁彻底清除卫生死角盲点袁切实控制垃
圾增量遥 结合农房改善 2.0 版袁着力改善农村水尧电尧路尧
房等基础条件袁加快推进河塘沟渠整治和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袁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遥

要加大交通秩序管控力度遥 大力整治机动车不主动
礼让行人尧非机动车逆行尧行人闯红灯尧翻栏杆等交通违
法行为袁着力解决出租车卫生环境差尧不使用计价器尧不
主动出具发票等问题袁特别是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和主要
交通路口等重点区域袁安排专人维持秩序袁严肃查处违
法行为袁及时疏导易堵路段车辆人群袁确保交通井然有
序尧道路畅通无阻遥

“创文”亟需补齐短板
李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