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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公交集团为第十一届江
苏省园艺博览会量身定做的25辆
纯电动车日前正式交付，其中包含
5辆纯电动双层观光巴士，将为来
园博园观光的游客带来高品质的
观光出行体验。本次亮相的纯电
动双层观光巴士，车身橘黑相间，
身长10.5米，可容载36人，车型外
观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车内设
有行李区，部分座椅采用“对坐式”
布局，中间摆放了茶桌，全景玻璃
天窗的设计。

园博园景区观光车的行驶路
线正在完善制定中，目前园区内已
设立了苏韵荟谷站、云池梦谷站、
时光艺谷站等观光用车停靠站
点。其中，游客在苏韵荟谷站下车
后可以游览南京园、苏州园等 13
个城市展园。

双层巴士运营信息

1. 配车 25 辆（其中双层观光车 5
辆，接驳车 10 辆，接待用车 10 辆）配备
驾驶人员及管理人员共60名；

2. 景区服务时间 8：30-21：00；所
有车辆人员全覆盖服务；

3. 目前景区暂定为三条线路：
时光艺谷至东宁门：沿途时光艺谷

站、苏韵荟谷站、云池梦谷站、孔山站、
东宁门站；

时光艺谷至紫东阁（暂不开）；
时光艺谷至植物园（暂不开）。

5条免费接驳线可去园博园

保障第十一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
公共交通出行需求，引导市民及游客绿
色出行，江宁公交集团还配备了90辆
公交车，市民可以免费乘坐5条公交接
驳线路：

1. 孟北地铁站—园博园
该线路途经孟北路、圣湖西路。中

途不设置停靠站点，两点直达。
服务时间：孟北地铁站 8：40-20：

50，园博园8：30-21：00。
此线路为客流最大接驳线路，选择

公共交通出行的游客可搭乘南京地铁4
号线，在孟北地铁站转乘该免费接驳线
路进园。

2. 南京南站—园博园总站
该线路途经金阳西街、绿都大道、

茶花路、大明路、中和桥、中和桥路、光
华路、苜蓿园大街、中山门大街、宁杭公
路、麒麟门大道、三环路。沿途停靠：马
群。

服务时间：南京南站 7：30-20：00，
园博园总站9：30-21：30。

该线路主要为外地游客提供便利，
可在南站高铁站下车后直达园博园。

3. 仙居雅苑—园博园总站
该线路途经仙鹤门二号路、紫东

路、石狮路、金马路、仙林大道、环陵路、
中山门大街、宁杭公路、麒麟门大道、三
环路。沿途停靠：仙鹤门地铁站、金马
路地铁站、马群。

服务时间：仙居雅苑 7：30-20：30，
园博园总站8：30-21：30。

4. 江宁汽车客运站—园博园
该线路途经天元东路、天印大道、

宏运大道、东麒路、开城路、S122。沿途
停靠：宁泉北苑、麒麟门新大街。

服务时间：江宁汽车客运站8：00-
19：30，园博园8：30-21：00。

5. 天旺路—园博园
该线路途经开城路、S122、圣湖西

路。沿途停靠：麒麟门新大街。
服务时间：天旺路 8：00-20：10，园

博园：8：40-21：00。

园博园双层观光巴士亮相园博园双层观光巴士亮相！！
南京南京55条免费接驳线明起开通条免费接驳线明起开通

第十一届江苏省

园艺博览会4月16日

开幕，4月 17日开园

试运营对游客开放。记者了解

到，目前园内纯电动双层观光巴

士已经亮相，将为游客提供接驳服

务。同时，南京市内5条接驳线路

17日开始运营，接送游客到园区。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媛园

通讯员 宁交执
接驳公交

扫码获取
更多信息

—搬家疏通保洁—

专业疏通 84522573

—老年公寓—
红山养老:13913883727喜顺搬家 84490675

喜顺搬家 84489058

疏通 86608994
外墙清洗、防水补漏、维修
18951075103

颐鹤老年公寓
颐鹤护理院 养老首选，老品
牌。新推整层全新精装房。
欢迎垂询85750698

招聘 基础教育类杂志、图书、
课程，各市区域总代；利润丰
厚。有团队，有平台的速来。
详情咨询：15366089522

（蔡老师）

招 聘
高薪招聘收银前台，女性40-
50岁左右，初中以上，懂智能
手机、电脑操作，工作地址：雨
花台，上一天休一天，月薪四
千 — 六 千 ， 电 话 ：
13770703790姜总

苏南宾馆
诚聘餐厅服务员、勤杂工
（女）、消防监控（有证）、保洁
（女），交五险一金、包食宿。
13809042376 张 86575896
汉中门大街 169 号农业科技
大厦7011，乘9、82、204、552
路到康怡花园

机关大楼

84720079、15951803813
QQ：970985952

广告订版电话

近日，高淳区淳溪街道城管中队
针对辖区中部分学校周边环境进行了
治理，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欢迎。

一段时间以来，淳溪街道所辖的
各个中小学附近出现摊贩集中、车辆
乱停乱放的现象，给学生的安全带来
了隐患，获知此信息后，淳溪街道城管

执法人员增派了队员，对这些学校周
边的环境进行了治理。

淳溪街道城管人员表示，他们将
以此为重点，对学校周边的环境持续
管理起来，确保每一个学生的安全放
学。

陈 文

医疗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是临床上
手术的患者多了，术后复发的患者也越
来越多了。对此，专家表示:颈肩腰腿痛

“反复发作”是忽略了“筋伤”所致，盲目
手术不可取。

患上腰椎病，多次手术疼痛依旧

在由3个上海医生创办的连锁医院
——易可“谭氏筋伤中心”，全国颈肩腰
腿痛研究会副理事长沈锡山主任接诊了
这样的病例：年仅50岁，腰椎间盘突出
多年，因为疼痛做了第一次手术，术后没
多久再次疼痛，陆续做了3次手术。今
年腰疼加重，弯一下腰就疼得像针刺一
样，还牵扯着双腿疼，走不了路、使不上
劲，平日就在家躺着。

沈锡山为他进行了详细的手诊，发
现他的腰椎虽然多次手术，但“筋伤”问
题并未解决，甚至进一步加剧。果然，经
过一段时间系统“治筋”治疗后，他结束
了卧床休息的尴尬。

传统的手诊技艺，在社区传承

沈锡山说，颈肩腰腿痛是筋（韧带，
肌肉，肌腱等）的问题，传统中医认为“筋
柔骨正”，筋柔了,骨头自然顺,气血也自
然流通。临床发现，大部分的颈肩腰腿
痛通过“治筋”是可以避免手术的。所以
手术前一定要先“治筋”。

“筋伤”问题CT等难以发现，需要
传统中医进行手诊。这对医生要求高，
不仅要熟悉人体，还要手上有力，才能探
明深筋浅筋的问题。目前，手诊技艺面
临失传。沈主任将手诊技艺带到了“谭
氏筋伤中心”进行系统传承。

颈肩腰腿痛，快来“分层治筋”

张魁表示，“治筋”已经受到越来越
多患者的认同。这里对于筋伤有着不同
的应对之策：“浅筋”采用定向透皮给药
治疗，药透病所；“深筋"，则运用高频电
火花进行靶向冲击治疗，像钻地弹一样，
直接穿透深层筋经，突破粘连的软组织，
营养神经根（摘自《高频电火花水针疗
法》）。

4月18日（周日）上午，沈锡山在易
可中医（集庆门大街11号，集庆门大桥
西公交站台旁），为广大颈椎病、腰椎病、
膝关节炎等颈肩腰腿痛提供诊疗服务。

电话025-84506642。
（宁）医广【2020】第02-24-014号

（广告）

近日，浦口桥林街道城管中队持续
开展违规户外广告专项整治清理行动，
组织人员配合专业拆除队伍对浦乌路沿
线三块违规大型高空户外广告牌实施拆
除作业，消除市民头顶上的安全隐患。
在施工过程中，执法队员在周边设置路

障和交通安全警示牌，劝导疏散现场行
人，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在执法队
员、拆除人员和当事人配合下，截至目
前，共拆除大型高空违规广告牌3块，拆
除悬挑广告牌5块，清理占道户外广告
牌16处。

3次手术还是痛，50岁男子来“治筋”
专家提醒：颈肩腰腿痛千万别盲目手术

最近，浦口区星甸街道辖区内新一
批安置房交房，辖区房屋租赁、出售小
广告明显增加，为及时遏制乱张贴增长
态势，星甸街道城管中队举办一场以便
民信息规范发布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城管队员借助宣传展板和宣传

单页，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将现场居民
提出的便民信息发布渠道、发布要求、
发布内容规范等疑问，进行了详细地讲
解，在场居民们表示，经过这样系统的
宣传讲解以后，对规范发布信息有了更
深的了解。

浦口星甸城管走进新交付小区开展普法宣传

针对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顽
疾”，溧水城管晶桥中队根据当地实际，
通过与摊贩沟通，专门划出一片区域作
为“便民临时市场”，城管部门还设置了
一批顶棚用于遮阳、遮雨，并安排了保
洁人员，共同负责临时市场的卫生环

境。据悉，为营造良好的街镇环境，中
队着力加强对主副镇市容整治力度，不
定期地对主干道、背街小巷市容环境进
行集中整治，同时坚持上门服务，与商
户摊主共同维护好城市道路街巷环
境。 程 嘉

南京溧水晶桥城管：施划疏导区让摊点不再流动

蓝天路商业街是江宁禄口街道的
窗口地区，沿街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
工作在全区领先。2020年蓝天路商业
街顺利通过标准化单元验收。2021
年，随着城市管理网格化工作开展，禄
口街道综合行政检查执法大队为了更

快推进网格化工作，结合2020年蓝天
路标准单元的验收成果，进一步落实商
户“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安排环卫人
员对蓝天路沿街商户的店牌店招进行
统一清洗，出新店招店牌外立面。

毛志能 臧幸

江宁禄口城管：
巩固标准化单元验收成果，促进城市管理网格化

浦口桥林城管开展违规高空户外广告整治

高淳区：综合执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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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做的双层观光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