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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水印版画家丁立松：

美梦成真在通师
在多数人怀揣着教师梦踏入通师

大门时，年仅十六七岁的丁立松已经
立下志向，一心朝着“成为一名画家”
的方向前行。

1955年，初中毕业的他，在堂祖父
丁延斋的推荐下，选择了这所家门口的
学校。丁立松犹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学
校，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花草树木、
亭台楼阁，入眼皆是美景。“学校环境很
好，生活条件也好，历史氛围很浓，所以
我对学校非常热爱。”他感慨道。

而对于最关心的美术条件，更令
他喜出望外。石膏像、画架、画板应有
尽有的美术室，图书、杂志数不胜数的
图书馆，成了他“闭关修炼”的场所，给
予他源源不断的艺术养分。3年里，他
得到了美术老师罗国华、戚豫章的培

养和器重，还经常得到著名画家赵无
极的美术启蒙老师刘子美的指导。进
校第二年就有美术作品发表在报纸
上，二年级时，又担任了学校美术兴趣
组的组长。1957年，他偶然在南通百
货公司买到3把简易的木刻刀，便开
启了试刀之作；之后，通过求教老师、
阅读相关书籍，一步一个脚印，在学习
木刻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毕业后，丁立松被分配到启东；
1960年，丁立松应邀加入启东县“木
屑花”业余木刻组，从此，更是积极投
身版画创作，并不断探索水印版画新

的表现技法、技巧和艺术语言。从
1964年起，他的大量水印版画作品参
加了全国美展、全国版画展、国际展、
出国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数省美术
馆、艺术博物馆、高校及巴黎国立图书
馆、日本数家美术馆、欧洲木版基金会
等中外众多艺术机构收藏。

20世纪80年代初，乘改革开放的
春风，丁立松敢为人先，创办了中国第
一个版画院——启东版画院，省文化厅
艺术处贺电称“开启了中国版画专业机
构的先河”，至今为止，版画院老中青三
代共有11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如今，作为我国著名水印版画家、
国家一级美术师，丁立松仍然不忘初
心，回望这个让他美梦成真的故地。今
年，恰逢通师建校120周年，怀着回馈
母校的心情，丁立松决定将自己一生创
作的数百幅版画作品、出版的著作7部
及购藏的画册等书籍、杂志捐赠给母校
用于教学。他由衷表示：“这是作为通
师学子真诚的一点心意，也是为母校周
年大庆留个纪念。” 杨镇潇

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科
协获悉，南通两名学生所提问
题被“科普中国飞天梦大课堂”
组委会采用，得到院士专家的详细
解答，答疑视频在科普中国App
和航普中心微信公众号上登出。

海门区海南中学初二（6）
班沈柳彤提出的“真空环境下，
航天员如何交流？”得到了国家
首批航天员陈全的回复。陈全
在“科普中国飞天梦大课堂”第
19集节目中结合自身经历，用生

动的语言和具体实例，讲述了真空
中航天员是如何交流的，还介绍了
我国在航天通讯领域取得的成就。

我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
科学家、中国“嫦娥之父”欧阳自
远院士在“科普中国飞天梦大课
堂科学家直播——我们的月球”
暨中国航天日特别节目中，现场
解答了海门区师范附属小学一
（6）班张可儿提出的“月球表面
为什么这么多撞击坑？”

通讯员丁钰洁 记者王玮丽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
靠泊于通州湾的“苏海01”轮
显得英姿挺拔、霸气外露。

身长78米，个头是一般
海巡艇的plus版，外形大气
沉稳、船身线条简洁流畅，看
似普通，实则不凡——它是
江苏沿江沿海港口最大的自
有大马力应急救援拖轮，马
力达12000匹。近日，记者
走进“苏海01”轮，进行了一
番实地探访。

堪称护佑南通沿海
的“第一舰”

穿上救生衣、戴上安全
帽、搭上舷梯，记者跟随船长
安佰宁登上“苏海01”轮来
到宽敞的甲板。“甲板面积达
520平方米，可方便直升机
提升绞车或平台吊篮营救人
员和上下作业人员。”安佰宁
介绍，“苏海01”轮综合能力
较强，具备高等级的安全巡
航及应急搜救能力，堪称护
佑南通沿海的“第一舰”。

茫茫大海，当“巨无霸”
货轮、钻井平台遭遇恶劣天
气、狭窄水道等各类突发情
况，需要将其拖至安全泊位
或调整正确航向，这时就是

“苏海 01”轮大显身手的时
候。“12000匹马力能胜任大
型船舶和平台江海拖带及进
出港等任务。”安佰宁介绍，作
为一艘多用途拖轮，其在甲板
的承载设置上可谓考虑充分。

安佰宁带领记者一路参
观一路介绍，甲板两侧舷墙
门附近设置有救助区，通过
攀爬网从水面救助落水人
员；操锚/拖带绞车每个滚筒
备有76毫米粗、1200米长
的拖缆，能拖带钻井风电平
台、江海大重件等大型设施；
两台消防炮射程140米，能
在驾驶台两侧遥控，可对平
台或船舶火灾进行消防救
援，具有水灭、泡沫、化学等
灭火系统。“‘苏海01’轮还

提供风电安装维护、供应保
障服务、溢油回收、钻井平台
抛锚定位等服务，可一次性
提供600吨淡水、850吨燃
料供应保障。”

“神器”满满可抵抗
12级大风

海风扑面，记者在甲板
上感受到些许颠簸。“如果台
风来了，‘苏海01’轮会有影
响吗？”“‘苏海01’轮的设计
是高标准的，最大载重3429
吨，可抵抗12级大风，船舶
最大续航能力10000海里，
可连续海上工作30天，当然
我们也有完整的气象预报系
统，欢迎到我们的驾驶室看
看。”安佰宁边说边引路。

登上位于 5 层的驾驶
室，记者顿觉豁然开朗。这
里拥有 360 度全景视野设
计，高度集成的操作系统，具
备中高频、甚高频等中远距
离通讯和5G及卫通视频通
话。“你们看，这里分前驾区
和后驾区，航行在前，作业在
后。”望着眼前的操作仪器和
设备，安佰宁向记者一一道
来，“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
统，配合GPS将船位、航速、
航向及船名、吃水等数据由
VHF频道向附近其他船舶
和岸台广播，方便通话协调，
对 船 舶 避 碰 帮 助 很 大 ；
CCTV视频监控系统，岸基
可通过5G数据远程监控船
舶巡查现场作业，系统可存
储3个月监控数据；DP2操
作系统，通过电脑和卫星定
位控制两台推进器、4台侧
推、两台舵机，使船舶自动保
持船位……”借助这些“神
器”，“苏海01”轮能够在其
他船舶撤离回港避风的情况
下逆向出航，在大风大浪中
应急值守，在突发事件中第
一时间救助群众生命财产，
进一步提升了我市海上应急
搜救现代化、专业化水平。

应急救援构建安全
“避风港”

4 月 12 日中午 12 时
45分，“苏海01”轮接南通市
水上搜救中心转省搜救中心
的紧急救援指令，“鲁荣渔
58266”与“ 闽 连 渔 运
60991”两艘渔船发生碰撞，
计划到南通沿海大洋港。因
当时海上能见度不足 500
米，遇险渔船回港航程远、安
全风险大，情况十分危急。
实施救援期间，由于海面上
能见度不良、渔网众多，加上
遇险渔船距离较远，AIS信
号不稳定、时有时无，搜索救
援行动困难重重。最终在南
通市水上搜救中心总值班室
统一指挥下，“苏海01”轮保
持不间断的AIS联系和搜寻
瞭望，在洋口港西北海面与“鲁
荣渔58266”渔船取得联系，前
后共历时19个小时，航程200
多海里，成功将两艘渔船护送
至南通大洋港，圆满完成此次
应急救援任务。

据市水上搜救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长江南通段地处
长江入海口黄金要道，长江
口及周边水域航道复杂、船
舶密度大、通航环境复杂，水
上安全保障责任重大。同
时，南通沿海是全国潮差最
大、滩涂面积最大的无遮蔽
海域，建有全亚洲最大的海
上风电场。高峰时段有300
余艘施工运维船舶、数以千
计的人员在海上活动，这些
都对沿江沿海的应急综合保
障能力提出很高要求。“苏海
01”轮自今年2月入驻南通
沿海以来，有力提升了南通
应对海上极端恶劣天气的能
力，筑起了海上安全最后一道
防线，在239公里黄金水道和
238公里黄金海岸上构建了
一座安全畅通的“避风港”。
本报记者朱蓓宁 吴霄云

本报通讯员滕永超

南通沿海有了大块头“守护神”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苏海01”轮的看家本领

真空环境下，航天员如何交流？

南通青少年提问获专家解答

晚报讯 昨天下午，崇川区
困难残疾人“微心愿”爱心捐赠
仪式在城东街道举办。众多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慷慨解囊，
困难残疾对象实现“微心愿”。

崇川区残联党组书记、理
事长孙燕说，由于疫情形势复
杂，区残联适时调整活动模式，
在满足残疾朋友多样化、多层
次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同时，采
用“线上”“线下”一体化推进的
方式，营造为残助残良好氛围。

南通民建同心支部副主委
吕艳娟看到“微心愿”征集认领
公告后，第一时间与区残联取

得联系、认领物资。
江苏九一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南通阳光邻鹿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等爱心单位和个人也纷纷慷
慨解囊，认领“微心愿”。活动共收
到爱心企业及个人捐赠的电饭煲、
电风扇、床上用品、榨汁机等“圆
梦”物资百余件，共计3万余元。

戴着墨镜、手持导盲杖，视力
残疾人朱某明得到一台榨汁机，
圆了“微心愿”。他说：“小小的榨
汁机传递的是浓浓的正能量，有
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
我感到十分温暖。”

记者尤炼 实习生陈子琪

爱心企业和人士慷慨解囊

圆崇川困难残疾人“微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