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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喜搬
家

单位搬迁 设备搬运 搬钢琴 长途搬运
13773650825华联北

大
众
搬
家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原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手机：13962806878

双喜搬家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2年 专业搬家车辆8辆

补运中心
祖救家易经知识产权专利诚信经营单位
起名风水改名为众多高管及名人整体补运
获得一致好评人生吉名开始风水补救命运
所有祈福禁忌等参考择吉更重要预约黄补 运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15996647257 15996647877微信号：15996647877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89号楼上404室

男 30岁 1.73 短婚 上市公司副总 住房6套 车 大气
男 36岁 1.76 短婚 医院办公室 多套房 车 素质高
男 31岁 1.77 未婚 高中教师 有车房 人品好
男 40岁 1.77 离独 公司副总 有车房 帅气
男 45岁 1.75 离独 有车房 年薪20万 随和
男 56岁 1.74 丧偶 公务员 有车房 顾家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鸿运婚介诚 实 守 信

无婚托婚介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85292569 QQ:1252832854
13962983156 15851252008

征婚
热线

南通报业分类信息线上推送平台正式开通，南通日报微信、江海晚报微信、南通发布APP同步推出，百万粉丝平台加持，有效信息轻松获取！

南通报业通通帮邀您免费发布分类信息 招聘求职 保洁清洗 搬家搬迁

征婚交友 家政服务 房屋租售

二手车讯 快餐外卖 ……应广大市民需求，招募体验官的活动继续进行。体验期内，分类信息免费发布，期满可享信息发布费独
家优惠。 帮帮热线:85118889 咨询请扫码 登录请扫码

婚 介

总部南通人民中路端平桥肯德基对面综合楼301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11号 海门秀山东路88号等

13912233588、18252501888

法缘法律咨询
各种法律事务咨询，调查解决婚姻
危机、债权清欠等问题，拆迁咨询等
地址:江海大道工农北路口飞鹤花木市场内B13（好停车）
电 话 :13382386618

尊敬的客户：

您好！国网南通供电公司市区营业厅将于2020年12月28日迁入新

址：青年中路52号通明大厦A座（原营业厅向北50米），欢迎您到新营业厅

办理业务，或拨打电话0513-85501010进行咨询。原营业厅2020年12月

31日前正常营业。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通供电分公司

国网南通供电公司
市区营业厅搬迁的公告

在如东救助站、公安部门及热心网友的全力帮助下——

在外漂泊十余载，流浪老汉终还乡

流浪街头，六旬老人神志不清

故事要追溯到11月2日。在日常街
面巡查时，如东县救助站工作人员孙艳发
现了一名流浪乞讨人员，“初次见面，他戴
着头盔，披着雨衣，浑身上下脏污不堪。”孙
艳说，“当询问是否愿意去救助站暂住下来
时，这个老人抗拒心极强，一直挥手让工作
人员离开，工作人员留下的面包和水也被
他扔弃一旁。”

11月14日，在公安的护送下，如东县
救助站再次救助了这名流浪乞讨的老人。
他仍然戴着那顶头盔、披着那件雨衣。在
救助站内，情绪非常激动，不肯让人靠近，最
终在公安的协助下，才一起将老人送至县第
四人民医院进行了初步诊断。经过梳洗，当
看到自己头发剪了、胡子刮了、衣服换了的
干净模样，老人脸上的紧张表情松弛了不
少。工作人员趁机递来一张纸，他歪歪扭
扭地写下了他的名字——“胡明友”。

多番核查，寻亲之旅并非坦途

由于对陌生环境的抵触，被救助后的
胡明友情绪一直不太稳定，工作人员将他
暂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治疗期间工作人
员定期去医院探望，并帮助他继续寻亲。
根据其写下的名字，通过“全国救助管理信
息系统”进行姓名查询和人脸比对，均一无
所获；通过“今日头条”“抖音寻人”发布寻
亲视频，也毫无结果。

一筹莫展之下，工作人员只能根据各
地网友提供的口音线索，逐个向重庆市巫
山县、巫溪县、奉节县、万州区、城口县，陕
西省汉中市，湖北省襄阳市、十堰市竹山
县、房县等18个市县救助站求助，请他们
帮助辨识口音，进一步缩小寻亲范围，最终
初步锁定胡明友的老家可能住在陕西、湖
北、重庆交界的某地。

意外之喜，听闻乡音露出笑颜

经过20多天的治疗和恢复，老胡的精神
状况有所好转，12月8日，如东县救助站将其
接回站内，希望能通过近距离的相处，打消胡
明友对工作人员的戒备。工作人员们发现，
在悉心的照顾和耐心的启发下，胡明友的脸
上慢慢有了笑容，偶然的一次机会，他提到了

“竹溪”“六大队”几个字眼，工作人员迅速就
此展开搜索。

当日下午5点多，终于辗转联系上一名
十堰市竹溪籍的网友，工作人员请他与老胡
进行视频通话。久违的乡音，让老胡瞬间笑
了起来，他一直重复着“天宝乡大寨村”，大家
兴奋不已，立即与竹溪救助站取得联系，请他
们协助核实信息。

12月9日上午，竹溪救助站传来令人欣
喜的消息：胡明友确是竹溪县天宝乡大寨村
村民，家中再无其他亲人，此人离家已有10
余年时间。

千里护送，流浪多年终于“回家”

“老胡，想回家吗？”
“想！”
“你离家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过几天我们就送你回家，高兴吗？”
“高兴，高兴……”
在确认胡明友的身份后，如东县救助站

开始着手准备其回乡事宜。12月15日清晨，
老胡换上了救助站准备的衣裤后，面貌一新
地踏上了返回家乡的旅程。

一个月想方设法地寻亲，让离家十余年
的胡明友终圆向往已久的返乡梦。老人在经
历了不为人知的心酸后，在如东他收获了这
座城市的温暖和爱，带着逐渐清晰的回忆结
束了漂泊流浪生活，开始安享幸福的晚年生
活。 本报记者李彤 本报通讯员杨永兵

12 月 15 日晚 9 时许，经
过 16 个小时的车程奔波，如
东县救助管理站站长盛海娟
将流浪老人胡明友护送至湖
北省竹溪县天宝乡，当地民
政所所长黄东牵头帮助办理
了胡明友的接收手续。

“我们将及时为已经注
销户口的胡明友恢复个人信
息，考虑到他孤身一人，今后
老胡就生活在乡福利院，谢
谢你们这么远送他回家。”黄
东说。至此，胡明友将在湖北
开启他的新生活。

晚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2020年度江苏
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近日揭晓，我
市6家企业6个项目获得专项资金资助。

我市企业获得的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为：
南通铁人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体育场馆
运营管理类，大型多功能全民健身中心的综
合开发及利用）、南通骐骏机械有限公司（体
育装备制造创新，新型健身器材生产、研发基
地及仓储系统建设）、南通全美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体育赛事活动，中国篮球之队男、
女篮国际对抗赛）、南通青扬足球俱乐部有限
公司（体育场馆运营管理，青扬4块五人制足
球场）、江苏铁人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体
育赛事活动，2019淮安·清江浦国际半程马

拉松赛）、南通支云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职业
体育，南通支云2019CFA中甲足球联赛赛事运
营）。

从2011年设立的江苏省体育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每年投入亿元扶持引导体育产业发
展。据了解，2020年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体育健身服务、体育场馆运营管理、运
动休闲与体育旅游、体育赛事活动、职业体育俱
乐部、体育装备制造创新、产业创新和其他等八
个类别，采用资助、贴息和奖励三种方式，支持
正在实施和实施完成的体育产业项目。

近十年，我市每年有多家企业获得江苏省
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有力推动了南通体育
产业的健康发展。 记者王全立

胡明友老人（中）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家乡。
通讯员徐文娟

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确定

我市6家企业6个项目获资助

晚报讯 19日，新华社以《莫问谁 高原
上的青春接力|小康路上 无问西东》为题，聚
焦报道南通大学第22届“莫文隋”支教团在
青海省贵德县的支教情况。

1995年，南通一位自称“莫文隋”的人，
多次汇款帮助当地贫困生，感动全城。经过
一番寻找，“莫文隋”是南通大学退休老师汤
醇渊。去年7月12日，汤老因病离世，但“莫
文隋”精神早已生根发芽。

南通大学是“莫文隋”精神的发源地，从
2015年开始，通大莫文隋研究生支教团远赴

青海贵德支教。五年来，21名志愿者用爱心和
青春在2500余名孩子的心中播撒，并在贵德设
立“莫文隋”奖学助教基金。现在，“莫文隋”精
神已从长江入海口抵达三江源头。今年7月23
日，通大第21届“莫文隋”研究生支教团受到了
江苏省领导的肯定。江苏卫视《新闻眼》摄制组
走进青海贵德，摄制了研支团成员们用青春接
力守护孩子们的梦想，弘扬“莫文隋”精神的故
事，并于12月19日晚播出。新华社予以转载，
荔枝网、江苏新闻微博客户端等媒体进行了相
关报道。 通讯员王田宇 记者冯启榕

新华社聚焦通大“莫文隋”研支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