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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8月2日下午4点，南
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DNA 实验
室，一场特别的相聚在这里促成。
季学道与兄弟姐妹，通过视频连线
见到了离家56年的七弟张海堂。
这一次团聚，圆了一家人朝朝暮暮
的期盼。

今年70岁的季学道是南通市
区人，家中兄弟姐妹 9 人。1965
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岁的七弟
被人抱养至河南焦作，从此杳无音
讯。骨肉分离，家人何尝不牵肠挂
肚。父母一直念叨七弟，可直到10
多年前老两口相继离世，也未能见到
离散的儿子。“这些年来，我们加入了
河南寻亲团，也去过河南焦作，甚至
找到一个疑似人员，但DNA比对后
否定了亲缘关系。”八弟季明新说，
这些年来，家人一直苦苦寻找，一次
次希望燃起，又一次次熄灭。

今年，为帮助离散家庭早日团
聚，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

“团圆”行动。南通警方在全市范围
设立7个免费DNA采集点，并通过
南通发布、江海晚报等主流媒体广
而告之。7月21日，季桂英、季学
道、季明新姐弟3人来到南通市公
安局寻求帮助。该局刑警支队
DNA实验室为3人采集了DNA样
本。经过全国信息系统比对，7月
27日，喜讯传来，他们的基因型与
57岁的河南焦作男子张海堂成功
比中。经进一步确认，张海堂正是
他们的亲人。

其实，远在焦作的张海堂也一
直在寻找亲人。2016年，养父去世
前将抱养的事实告诉了张海堂。为
了找到亲人，此后，张海堂向焦作警
方求助，并采集了DNA样本。得
益于全国公安机关“团圆”行动，在
南通与河南焦作警方的共同努力
下，离家56年的张海堂终于找到了
南通亲人。

由于疫情防控，人员不便跨省

流动，两地警方为一家人组织了一
场特殊的“云相聚”。2日下午，季
学道与兄弟姐妹等亲属10多人来
到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DNA实
验室会议室，经视频连线焦作警方，
一家人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七弟张海
堂。“我是大姐季桂英，我们想你……”
大姐季桂英刚一开口就红了眼眶，在
场的亲人无不动容，大家通过屏幕一
一自我介绍，浓浓亲情跨越千里，温
暖备至。“今天，我和老伴都来了。
特别想你们！”张海堂隔着屏幕，向
亲人介绍起自己的家庭情况，“目前
大女儿在焦作工作，小女儿在成
都。”得知张海堂腿脚不便，南通的
亲人特别叮嘱他保重身体。他们约
定，待疫情散去，一定一家团聚。

千里寻亲，真情相助。为感谢
公安机关的无私帮助，季家人向两
地警方送上了感恩锦旗。记者了解
到，今年以来，南通公安已帮助20
个家庭实现团圆梦。 记者张亮

今年春节，一家人相聚通城，
我提议去九圩港看看。一别62
年，我经常在梦里见到她。那天
上午，我见年已花甲的闸桥依旧
英姿勃发，思绪一下子回到了
1958年那个令人难忘的秋冬。

那时，南通县旭光农业合作
社刚加入人民公社不久，广大社
员挑灯夜战深翻秋种即将结束，
生产队就组织我们去南通开挖九
圩港。

九圩港原系明隆庆元年
（1567年）涨沙形成的小港，又狭
又浅，因其偏僻荒凉，被戏称为南
通市区的“西伯利亚”。解放前，
南通水源基础也差，放着眼前的
长江水不用，舍近求远，千里迢迢
去引淮河水；再加上启东的盐碱
地，如皋、海安一带的高沙土质都
亟待改善。大兴水利、大办农业，
向长江要水，成了南通人民的迫
切需求。1958年，南通地委发出

“苦干一冬春，彻底根治九圩港”
的号召，决定于11月25日全面
开始疏浚工程，全长46.6公里。

墙头屋顶挂着石灰水书写的
大幅标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苦干三年，幸福千秋”，广大社员
憧憬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
美好生活，去百里之外的工地劳
动，吃点苦又算什么？

开工前夕，南通、如东、启东
三县14万多民工浩浩荡荡赶赴
工地，大有风烟滚滚来天半、红旗
飘飘蔽日月的气势，我也带上工
具、行李铺盖奔赴前线。那年月，
开河就像打仗，第二天一大早，喇
叭一响、哨子一吹，我们立马进入

“战斗”。为提高效率，社员们自

愿组合成若干小组：挖土的与挑土
的互相配合，实现工种轮换以保证
精力充沛。工地上成立了各种竞赛
组，掀起劳动竞赛高潮。如果说淮
海战役是靠小车推出来的，那我们南
通的九圩港就是用肩膀挑出来的。
一人挑两个小泥篓，或两人抬一个大
泥篓，每次装满约两百斤的泥，大家
喊着号子从河底沿着35度的斜坡爬
上去，一天不知道要来回多少趟。大
冬天里开河，路特别泥泞，夜里冻了，
第二天太阳出来又融化了，但没有
人怕脏怕累。

河岸上红旗招展，黑压压的全
是人，十多米就有一个大喇叭，滚动
播放着《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了晚
上，汽油灯一照，工地上亮如白昼，
民工们挖的挖、挑的挑，好一派你追
我赶的火热景象。

6个多月后，江海平原第一大
闸——九圩港闸，及九圩港运河建
成了。这是南通引江灌溉的大动
脉，灌溉着345万亩农田。说来也
巧，在九圩港工程建成的第一年，就
遇上了特大干旱，两个多月没下透
雨。当时滚滚长江水从九圩港闸引
进，一直流淌到黄海边。老百姓见后
不由感叹：我们又造了条“小长江”！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
年九圩港引江灌溉工程建成后，乡
邻们传唱的那首民谣：“看到稻子
黄，想起九圩港。吃到白米饭，不忘
共产党。”通江达海的南通，从此成
了名副其实的崇川福地、鱼米之乡。

离开九圩港闸桥前，我依依不
舍地不断回望，心中默念：只要我还
走得动，还会带家人来看看。

姜淑香口述 瞿光唐整理

体彩情报站 南通体彩热线电话：83512819、81027380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南通体彩诚邀热心人士合作加盟
南通是体育之乡，世界冠军的摇

篮。为更好地支持家乡体育事业发展，
筹集更多的体彩公益金助力全民健身
和奥运争光计划，南通市体彩中心将进
一步拓展体彩销售渠道，诚挚邀请各大

商场、超市、小微商店、便民服务场所合
作加盟。开设体育彩票销售网点投入
少、风险低、意义大，可以实现公益利益
双丰收。详情咨询南通市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

福彩直通车

福彩双色球 2元可中1000万

南通福彩网http://ntfcw.tt17.com/

为感谢广大购彩者对福彩快乐8游戏的
喜爱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自
快乐8游戏第2021157期（6月16日晚开奖）
开始，在全国开展快乐8派奖活动，计划连续
派奖30期，派奖总金额2.8亿元！本次大派
奖是快乐8游戏上市以来的首次派奖活动，将
为购彩者带来一场欢乐的盛宴！

本次派奖分为全玩法奖上奖、“选十中
十”翻番奖和“选九中九”翻番奖。

全玩法奖上奖：对“选一”至“选十”玩法
部分奖等进行派奖，部分玩法单注奖金有所
提升，奖金总额1.55亿元。“选十中十”翻番
奖：前 16 期每期安排 500 万元，奖金总额

8000万元，用于设立“选十中十”翻番奖，由
选十玩法“选十中十”奖等按照中奖注数均
分，“选十中十”翻番奖单注奖金封顶500万
元。“选九中九”翻番奖：每期安排150万元，
奖金总额4500万元，用于设立“选九中九”翻
番奖，由当期选九玩法“选九中九”奖等按中
奖注数均分，“选九中九”翻番奖单注奖金封
顶30万元。

快乐8游戏自上市以来深受广大购彩者
的喜爱，累计销量已达70亿元，筹集彩票公
益金20多亿元。本次快乐8派奖，所有玩法
都参与，最高奖金翻一番，让我们一起期待快
乐8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快乐8游戏2.8亿大派奖强势来袭

最
新
演
出
信
息

甄子丹、谢霆锋、秦岚主演《怒火·重案》
张子枫、吴磊、郝蕾主演《盛夏未来》
张涵予、袁泉、朱亚文主演《中国医生》

9月26日19:30——话剧《隔离》
10月15日19:30——越剧《明州女子尽封王》
10月16日19:30——越剧《红楼梦》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

“父子俩一起在外面打工，前段
时间小宇还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发
了一张我们全家的合影。”当通州区
检察院检察官陈静打去回访电话，
小宇的妈妈欣慰地说。

2020年，16岁的小宇辍学到
一汽修厂当学徒，趁老板不注意偷
拿其手机，利用支付宝先后四次向
自己账户转账近两万元。案件被
移送通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陈
静在办案中了解到，小宇的父亲常
年在外打工，母亲要照顾妹妹不怎
么顾得上他。久而久之，小宇便结
交了一群不良朋友，经常在外吃喝
玩乐，花销大又缺少经济来源，产
生了不劳而获的想法。考虑到小
宇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且具有悔罪表现，2020年8月，检
察机关对小宇作出附条件不起诉
决定。

令检察官没想到的是，小宇
在附条件不起诉后更叛逆了，甚

至出现不服从管教、夜不归宿等
情况，父母对此很无奈，“我是管
不住他，他爸在外地也很少管他，
犯了错就是打骂，孩子就更叛逆
了，和我们关系也很紧张。”小宇妈
妈表示。

“小宇如果再这样下去，考验期
违反相关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将被撤销，我们会对小宇以涉嫌盗
窃罪提起公诉。”陈静的一番话让小
宇的父母一下子变了态度，并请检
察官再帮帮这个孩子。

“小宇之所以犯错，与他的家庭
教育有很大关系。”通州区检察院决
定针对小宇一家开展亲职教育，并
量身定制个性化考察帮教方案。一
方面，检察机关对小宇进行了心理
测评，由心理咨询师通过沙盘游戏、
亲子角色互换等方式，对他进行心
理干预和调查谈话，帮助小宇重新
认识自己；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其
父母及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司法

训诫，邀请亲职教育老师进行科学
系统的指导。

几次之后，小宇的父母有了改
变。平日里，妈妈常会带着小宇一
起逛逛超市散散心，爸爸则会每天
通过视频了解小宇的生活情况，询
问他的职业规划，父子关系得到修
复，最终两人决定一起到南京打
工。鉴于小宇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
期的表现，通州区检察院依法对其
作出不起诉决定。

“现在农村许多父母都在外打
工，孩子都由老人照料，缺乏父母关
爱和教导，孩子很容易走偏。通过
亲职教育，不仅纠正了父母错误的
教育理念，也让孩子们能走在阳光
大道上。”通州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
栋表示，2018年以来，他们已开展
亲职教育74人次，为孩子们找回了
家的温暖。

本报通讯员王倩蓉 王添
本报记者何家玉

通州检察院开展定制亲职教育

“叛逆小孩”晒起了全家福

62年前，我们造了条“小长江”

张海堂与家人通过视频“见面”。 季家人向警方送上锦旗。记者张亮

锲而不舍 焦作老汉喜寻南通亲人
DNA比对 让离家数十载寻亲男子终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