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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如皋市搬经镇横埭社区的
马永兰老人，今年103岁。刚刚过
去的2020年，老人家庭幸福、生活
安康。新的一年，这位百岁老人有
啥愿望呢？昨天，马永兰告诉记者：

“我要去南京玩玩！到我孙女家看
一看！”

来到马永兰家中时，早睡早起
的老人起床不久，正在自己整理衣
裳。记者看到，这位103岁的老人
戴着绒线帽、穿着花棉袄，依然耳聪
目明，身体倍儿棒！

令人特别惊叹的是，老人一直
坚持生活上的一些力所能及的杂
事，尽量自己动手解决，轻易不让家
人费心，更不给亲属们添麻烦。

洗漱完毕，老人的女儿陪着她
来到院子里，像往常一样利用晴好
天气晒晒太阳。看着门口马路上的
来往车辆，老人对记者说：“你知道
吗？我去年还坐汽车出过远门呢！

我孙媳妇生小孩，我去看他们一
家。儿子开汽车带我去苏州，住了
好几天，玩得特别开心！”

你看你看，老人过了百岁还想
玩，这不就是个“老小孩”嘛。

令人称道的是，马永兰老人平
时跟家人关系和睦，家庭非常幸福。

“我每天都很开心，家里什么都
好，儿女们都很孝顺！而且，现在生
活条件比我们年轻时好多了，吃的
用的都有，什么都不缺。”马永兰老
人笑着说，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儿
孙们时常回来探望她，买这送那，她
心里头高兴着呢！

老人的儿子谢同建介绍：“妈妈
平时总闲不下来。在家里不是帮着
剥花生，就是动手打扫卫生。我们舍
不得她干活，劝她不要劳累，她还不
高兴！妈妈和邻居关系都很好。‘家
有一老、如有一宝’，不仅我们这些做
儿女的喜欢老人，乡里乡亲个个都把

她当作是众人的‘宝贝疙瘩’！”
时时快乐、从不忧愁，没有什么

烦心事往心里搁，永远让自己往开心
的地方想、往家人省心的地方好好活
着，就是马永兰老人的“长寿秘诀”。

最让众人忍俊不禁的是，新一
年，老人还给自己定下“两个小目标”！

“头一个，是今年还要再去孙
子、孙女家玩玩。孙女在南京工作，
我还没有去过南京，要去瞧一瞧。
第二个，我的儿女们住得离我家都
不远，只要平时没事，我就要往他们
家多跑跑、多转转，多帮他们干干
活！”马永兰老人一边说，一边笑得
合不拢嘴。

采访中，老人还和上门拜访的
漂亮小姐姐一起伸出手，比了个

“心”。看来，人生最大的幸福，都藏
在老人那沧桑却无瑕的脸上！

本报记者周朝晖
本报通讯员韩循 群山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057019586家乐中介

物资大厦办公楼 独立大半层 744m2 268万
万科白鹭湾（洋楼）5/6/电3/阳光厅 115m2+车位 精装 196万
八仙花苑（二附学区房） 2/车 3/2/2 136m2+8m2（车库）精装 365万
二附学区房 2/5 2/1 63.97m2 装修 260万（净）
城市之光 14/18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幸福人家 3/电 2/阳光厅 90.5m2+29m2（南车库）精装 156万
濠西园 3/6 3/2 127m2+18m2（南车库）装修 216万
德民花苑 1/车 3/2/2 129m2+21m2 (车库) 装潢 222万

久和中介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有土地 厂房 出售 专做厂房 商铺 办公楼 住宅买卖 代过户 免费登记 面议
光明东村 2/6 四室阳光厅 170m2 豪装 南汽车库35m2 空学位 位置好 380万
恒基花苑 4/6 三室二厅 138.5m2实际面积150m2 南车库37m2豪装中央空调地暖 325万
名都广场 5/18三室阳光厅 165m2 精装 空学位 479万
中南世纪花城 2楼 三室阳光厅 151.5m2 豪装 阳光充足 328万
天安花园 4/6 三室阳光厅 135m2地下车库18m2 豪装 景观房 空学位 365万
江东广场 2/6 二室一厅 77m2中装 空学位 220万

银河中介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中海碧林湾 2/电 130m2 3-2 毛坯 含车位 212.8万
光明新村 6/6 67m2 2-1 楼上自建二间 132.8万
春晖花园 4/电 140m2 3-2 精装 车7m2 288万
佳成花苑 1/车 135m2 3-2-2 北车库15m2 248万
姚港路附31号 6/6 80.24m2 毛坯 136.8万
香溢紫郡1/电 62m2 1-1 可改二室 精装修 120万
任港路口 中层/6 102m2 3-2 中装 180万净

桐墅湾21/22层2室2厅98m2 品牌精装【三中空学位】 330万
中海铂樾府11/16层4室2厅3卫175m2品牌精装【楼王】650万
白家园3/6层2室半72.5m2简装【二附启秀空学区房】275万净
东景国际12/20层66m2新品牌精装两层实际面积120m2 78万
和兴花苑3/6层2室1厅83.5m2精装双阳台车库7.5m2 318万
文峰北苑5/6层3室南双阳台121m2精装车库12m2 339.8万
富贵园3-4层4室2厅2卫199m2豪华装潢二附学区房 580万
中南熙悦5/电2室2厅90.19m2第一排开发商精装 188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62750368 15950810021梦路中介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无忧谷房产
文峰新村 底楼 3-1 84m2 精装 310万
星光域写字楼 复式 54m2 精装 66万
德诚翠湖湾 好楼层 139m2 精装 369.8万
银花苑 3F 69.84m2 精装 276万
友谊家园 7F/电 112m2 精装 258.8万
湾子头 6F 69.5m2+55m2 精装 306万
东昇花园 2F 150m2+25m2 精装 348万
运杰龙馨园 中高层/电 158m2 豪装 370万

裕丰大厦x/电 2-1 112m2 精装 258万
裕丰大厦x/电 3-2 156m2 装修 350万
裕丰大厦x/电 3-1 123m2 精装 328万
光明东村3/6 3-1 73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155万
江景苑 1/电 2-1 91m2 车12m2 毛坯 166万
中南大厦x/电 办公用房 877m2 精装 498万
江东广场3/车 3-2 122m2+车库15m2精装 启秀空学位 268万
朝晖花苑2/车 3-2 130m2 中装 车22m2 阳光好 265万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名郡广场1Ｘ/18楼 建186m2精装 470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濠南路5/5楼 上50/下79m2 精装很好 有合用车库 空学位 280万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白家园5楼建66m2 现代装修空学位 265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花苑6/6楼 建75m2 简装小孩上4年级 230万
学士府中上层/电梯建109m2+10m2车库 毛坯 225万
家和花苑5/车库 建120m2+15m2车库 中装 192.8万
朝晖一附启秀双学区房：光明南村4/6楼 建48.6m2 小孩上初一毛坯 130万净无大税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中天福邸3-3号
18912291839 85532728

鹏展中介 濠东路99号
85513839 13776917318

综艺大厦 23/25 50m2 市中心精装酒店式公寓 60万
花城三期店铺 77m2 层高4米9 268万
濠南路店铺 124m2 498万
佳期漫花园洋房 6/8 120.5m2 二次精装 四室二厅二卫 320万
绿城兰园底楼 125.2m2 高档小区地暖中央空调阳光足 310万
王府大厦 X楼 90.7m2 朝东三学区房 280万
王府大厦 1X/30 183m2 朝南精装景观房 538万
王府大厦 2X/30 215m2 南北景观房 558万

《江海晚报》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晚报讯 第六届江苏省广
告行业服务品牌效能赛(系列)
评选结果刚刚揭晓，由南通报
业传媒集团编委会和集团公司
董事会联合策划出品的沪苏通
长江公铁大桥通车特刊在品牌
传播效能赛中荣获铜奖；南通
报业传媒集团作品《拐点未到
风险犹存》在品牌设计效能赛
中获评优秀奖。

“推出近百版大桥专刊，全景
呈现大桥、铁路建设历程，特刊创
下了南通报业多项之最，首次日
报晚报合力出特刊，当日印数超
14万份，创刊发行之最，单次特
刊直接吸附413万元，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口碑。”省广
告协会这段评语，道出了该特刊
获奖的理由。

2020年7月1日，沪苏通长
江公铁大桥通车，南通报业传媒
集团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通车特
刊同步推出，以“对开四版+四连
版蝴蝶拉”形式出版，首次提出

“一刊两报发，呈现全媒体”，即在
同一天，特刊随《南通日报》《江海
晚报》同步发行，同时分别在南通
发布APP、《南通日报》微信公众
号、《江海晚报》微信公众号及数
字报上呈现，扩大了传播效果和

影响力。
当天，《南通报业霸气“特刊”来

袭！一定要横屏看》等微信公众号
长篇图文版，在集团所属新媒体平
台上，与道路运营、大桥通车喜讯
一起第一时间推送，被网友迅速点
赞与分享，既丰富了盛事报道内
容，又扩大了特刊传播效果。沪苏
通长江公铁大桥通车特刊成为南
通报业采编与经营全媒体深度融
合的经典之作。南通报业传媒集
团资深广告人杜金荣介绍，以纸媒
特刊为基础，集团新媒体团队开展
二度创作，将相关内容拆分，嵌入通
车当天网络直播、视频连线当中，同
时制作H5等产品，在南通发布新
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
全媒体传播。

获奖作品《拐点未到 风险犹
存》由3幅图片组成，主要构成元素
分别为餐盘、会议圆桌、话筒。该作
品设计者李翔在南通报业传媒集团
从事广告设计工作已有二十载，他
向记者介绍，《拐点未到 风险犹存》
特别之处在于，图上的餐盘、会议圆
桌、话筒都与“禁止图标”挂钩，且

“禁止图标”较为醒目，充分彰显“疫
情期间避免非必要聚集性活动”的
设计意图。

记者严春花

晚报讯 近日，纺织之光科技
教育基金会和纺织专业协会将
46项行业急需、技术成熟、有推
广前景的项目列入《纺织之光
2020年度纺织行业新技术(成果)
推广项目目录》，江苏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先进纺织工程技术中心5
项技术榜上有名。

江苏工院入选的 5项技术
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混纺
纱加工技术》《印染厂顶置式水热
循环利用系统与应用》《新型保暖
机织物加工技术》《赛络紧密纺半

段彩纱面料生产技术》和《数码喷墨
印花墨水制备关键技术与应用》。

据了解，这些技术由江苏工院
先进纺织工程技术中心陈志华、黄
雪红、瞿建新、刘梅城、张炜栋等5
位科研骨干攻克，涵盖了新型纺纱
技术、功能性面料、环保染助剂和印
染废水处理等，项目成果将参加中
国国际面料博览会、地方纺织服装
博览会等展览展示，并在全国进行
技术推广。

通讯员王江波
记者王全立

这两天的阳光如春日般明媚，
64岁的黄明周晒着老家的太阳，感
受着这来之不易的温暖。

在外流浪30多年，他终于回到
了家。如果没有泰兴好心市民的帮
助，没有泰兴市红十字会、启东市救
助站、启东市公安局王鲍派出所民
警的出手相助，今年这个特别冰冷
的寒冬，身处异地无处藏身的他，不
知能否挨过去。

去年12月底，一名泰兴市民在
当地遇上了流浪的黄明周，听黄明周
口中一直在用乡音呢喃，恰巧他能听
懂启海话，便问老人家住何处，老人
重复说着“新港五大队”。这名热心
的泰兴市民认为老人可能是走失，于
是马上联系了泰兴市红十字会。

泰兴市红十字会与启东市救助
站取得联系，在了解黄明周可能是
启东王鲍镇人时，将黄明周送回启
东，救助站立即通知王鲍派出所，请
求帮助查找老人户籍。

王鲍派出所副所长周俊接到黄
明周时，发现老人精神异常，无法正
常沟通，除了老人名字和“新港五大
队”这一地址外，没有获取任何有效
信息。经查询，“新港五大队”应为
现王鲍镇二厂村地段，但周俊在翻
查人口普查登记表以及相关档案
后，因时间跨度太大，并未发现老人
的相关信息，不知这个“新港五大
队”是否属实。

在二厂村村委会的帮助下，周
俊顶着寒风，耐心地带着黄明周在
二厂村一户一户地走访，询问上了
年纪的村民是否认识黄明周。终于
有村民认出了黄明周，虽然老人的
容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还是确
定黄明周就是他30多年前的邻居。

周俊从这名村民口中了解到，
黄明周有个二姐，现居住在王鲍镇
元北村，于是带着黄明周前去。时
隔30多年，二姐仔细辨认，认出了
这正是她失踪多年的弟弟。她连声

向周俊道谢，激动又愧疚，“弟弟终
于回家了，爹娘在天上也安心了！”
黄明周姐姐哽咽地表示，以后她的
家就是弟弟的家。

据二姐回忆，30多年前，黄明
周痛失爱子，接着又离了婚，精神饱
受重击。当时，父母都已离世，而两
个姐姐又由于各种原因，无力照顾
他。没过多久，黄明周就失踪了。

为快速落实黄明周的户口，周
俊随即安排黄明周与他的堂兄弟做
亲缘关系鉴定，并马上整理出一份
完整的调查材料。经多方协助，1
月12日，黄明周户籍落实。

“黄明周居住在二姐家中，现在
可以申请五保户等相关社会救助
了。”周俊说，前后一个礼拜，王鲍派
出所为帮助黄明周寻亲和落户，几
乎一刻也没停歇，“这几天很忙碌，
但事情办妥后，心里就很踏实，也感
觉挺值得。” 本报通讯员龚圣云

本报记者黄海

江苏工院5项技术
入选全国纺织行业新技术推广目录

第六届江苏省广告行业服务品牌
效能赛(系列)评选结果公布

南通报业集团优秀作品上榜

如皋103岁老寿星马永兰是位老顽童，新的一年她定下“小目标”——

“我要去南京玩，到孙女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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