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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晴到多云 最低温
度3℃左右 最高温度17℃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在南通报人记忆深处，总有一些
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品力作难以忘
怀，当年采写这些报道的酸甜苦辣，
刻骨铭心而又津津乐道。

1986年4月，《南通日报》在头版
重要位置，连续推出 24 篇系列报道

《海涂纪行》。《南通日报》驻启东记者
站站长倪国冲和如东记者站站长孙
怡新，骑着“永久”牌载重自行车，从
启东寅阳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向
北，历时23天，行程250公里，每天发
回一篇报道。

其时，正逢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进一步开放南通等首批沿海港口城
市两周年。当时还是四开四版的《南
通日报》隆重推出的这组报道，引来
一片叫好，并获得1986年度全国好新
闻三等奖。4年后，脱胎于全国好新
闻等奖项的“中国新闻奖”诞生，迄今
仍是常设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
奖。

光阴荏苒。35年过去了，孙怡新
已去世多年，倪国冲也早已退休，刊
登当年那些“沾泥土、带露珠、冒热
气”报道的报纸，则静静地躺在报社
资料库里，纸张已然泛黄。但今天，
当我们重读前辈脚板底下跑出的这
一“全国好新闻”，久远的文字依然鲜
活、生动；当两鬓花白的倪国冲应邀
与三代记者重走当年“海涂纪行”之
路，内心依然激荡起一种豪情。

再过二十多天，《南通日报》即将
迎来她的80岁生日。以曾经刊发的
优秀新闻报道为观察窗口，由当年参
与报道的老记者担任新闻“向导”，带
领中青年记者和江海小记者，开展

“四代记者携手、重返新闻现场”融媒
体行动，这是南通日报社（集团）党委
和编委会献给报庆80周年的一次新
闻策划。

从1942年元旦前身《江海报》创
刊开始，80年来，这份红色党报扎根
江海大地，走过战火纷飞的峥嵘岁
月，见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
程，记录了改革开放的澎湃潮声，又
融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建设，留下了诸多类似《海涂纪
行》这样的经典之作。今起推出的

“四代记者携手、重返新闻现场”融媒
体行动系列报道，紧扣南通革命、建
设、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
大历史事件，检阅报纸上的相关经典
报道，激活岁月峥嵘，解码报人初心。

此次融媒体行动，我们寻访到的
年龄最大的报人，是《江海报》创刊初
期的老社长施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出生在1911年
的施老，今年已 110 岁高龄。今年 2
月，他和其他新四军老战士还收到习
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和称赞。因为年
事过高，这次施老不能故地重访，但

他托家人转来回忆文章，深情讲述当
年在江海大地上战斗过的新闻现场，
仿佛又回到《江海报》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施老的嫡孙、中科院院士、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也曾告诉我们，
祖父一直念念不忘南通老区。出现
在我们这组报道中的新闻前辈，还有
今年100岁的《江海报》女记者夏溶、
97岁的《南通市报》编辑穆煊、90岁的

《江海报》报务员李明勋……他们的
过往，累积成南通报业80年的厚重历
史；他们的精神，激励一代代报人继
往开来、奋进图强。

与时代同行，与南通共成长，《南
通日报》始终以“党和人民喉舌”为己
任，见证、记录、参与、推动社会发展、
时代进步。1949 年南通城解放、1958
年南通建城1000年、1963年板车工人
马富传奇、上世纪70年代援藏干部典
型、改革开放“春天的故事”以及本世
纪桥港梦圆……80年风起云涌，重要
节点、重大事件、典型人物，凝固成了
报纸上一篇篇激越的文字、一张张珍
贵的照片。从今天起，刊登这些重大
事件和经典人物的报纸将一一呈现
在我们面前。80 年历史长河浪花翻
滚，勾连起南通报业80年光荣的新闻
之旅，铺展开江海大地近百年来恢宏
的历史画卷。

致敬、见证、传承，是我们这次融
媒体行动的鲜明主题。这是一次致

敬之行，我们致敬前辈经典，更致敬
这座城市、致敬这个伟大时代；这是
一次见证之行，我们见证时代变迁，
也见证媒体使命与发展，接续砥砺前
行；这是一次传承之行，我们传承党
报基因，更传承责任担当，精神薪火
相传，努力创造新的辉煌。

当然，在《南通日报》80年的历史
上，新闻现场成千上万。这次所选的
10组不同主题的经典新闻，力求勾勒
出江海大地80年来变化的速度、发展
的高度、创新的热度和开放的广度。
但不管时代变化如何巨大，一代代南
通报人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的初
心不变。参与此次融媒体行动的中
青年记者，大多是报社“青蓝工程”的
结对师徒。今年5月，38位年轻记者
向他们的师傅深鞠一躬并递上“青蓝
帖”，师傅也以笔相赠，师徒相约共同
成长。此次他们结伴跟随老记者重
返新闻现场、带领江海小记者一起回
望奋斗征程，便是用实际行动，传承、
践行报社前辈“以生命奔赴使命，以
奋斗记录忠诚”的情怀和担当。

党史报史交汇，映照初心使命。
我们坚信，一代代南通新闻人一路追
寻旗帜的荣光，以不变的初心留下与
时代同频共振的深情文字，一定会与
历史上的诸多经典一样，永远留在南
通报业历史中，永远镌刻在南通发展
征程上。

巨变的时代 不变的初心
本报记者 宋捷 徐亚华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12月5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北京向“2021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
致辞。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人类正经历罕见的多重
危机。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
坚持开放包容、协商合作，坚持和维护多边主义，积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同舟共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多
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
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 （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杨新明 通讯员张
凯 佘陈婧）3日晚，“德润扶海 好人之
城”江苏省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南
通·如东）现场交流活动在“好人之城”
如东举行，发布了11月份“江苏好人”
榜单和“新时代江苏好少年”榜单。

为独居老人送饭4年的爱心邻居
周忠林、阳澄湖畔智救落水父女的热
心青年王松学等25名平民英雄当选
11月“江苏好人”。我市两人榜上有
名，全部来自如东县，一位是倾情照料
失能人员的暖心护理员张冬云，当选
敬业奉献类江苏好人；另一位是12年

温情陪伴唤醒植物人丈夫的好妻子徐
兰秀，当选孝老爱亲类江苏好人。5名
学生当选“新时代江苏好少年”，我市
两人榜上有名，分别是如东县实验中
学七（8）班学生何忆瑄、南通市理治小
学四（3）班学生王博文。

如东不仅是革命老区，同样是一
座道德之城。近几年，如东县委县政府
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涌现出一大
批体现新时代精神的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先后有1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2个群体获评江苏“时代楷模”，5
人获评省道德模范和提名，24批次个

人和群体当选“中国好人”，29人当选
“江苏好人”，“好人之城”已经成为如
东的城市名片之一。

“37年前上战场，如东老乡互相承
诺：‘谁为国尽忠，活下来的战友就代
为尽孝！’所以，为烈士父母做点事是
应该的。为这些老人养老送终，这是
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一诺千钧，终
生兑现！”身在他乡为牺牲战友尽孝
的中国好人陈荣与从业58年的仁医、
全国时代楷模徐克成，奔赴苏北教育
扶贫的中国好人周桂官一起接受访谈
时掷地有声地表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片天地铸一种魂。如东很多人来到
异地他乡，崇德力行，绽放道德之光。

“时代进步需要文明风范的引领，
社会发展需要道德楷模的激励。我们
将坚持以评树标杆，做大‘如东好人’
蓄水池；坚持以学聚活力，奏响‘好人
如东’大合唱；坚持以‘化’引风尚，树
立好人好报风向标，更好地弘扬好人
精神，传递榜样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如东高
质量发展汇聚磅礴的道德力量，让文
明之花在扶海大地璀璨绽放。”如东
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陈雷说。

“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
愿者。”在南通，江海志愿者，是一
个令无数人感到光荣、亲切、温暖
的名字。

在3日举行的“志”敬百年 追
梦江海——南通市庆祝第36个国
际志愿者日暨江海志愿服务展示交
流活动中，一批江海志愿服务个人
和组织获得了表彰。

首次评选江海志愿服务
“莫文隋奖”

12月4日清晨4点多，南通开
发区莫文隋志愿者工作站的志愿者
们开始了忙碌：为社区困难老人煮
免费爱心粥。

煮粥、搬粥、摆桌椅、放碗筷，
“粥不够还可以添，不要被烫着。”志
愿者们一边为陆续前来的132位老
人分发早点，一边贴心提醒。一碗
红枣银耳条糕粥、一块福饼、一碟豆
腐乳，热气腾腾的爱心早餐为老人
驱走了初冬的寒意。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碗碗爱心
粥来传承‘莫文隋’的大爱精神，呼
吁大家一起来做好事、做善事。”莫
文隋助老免费爱心粥项目策划发起
人、南通开发区莫文隋志愿者工作
站站长姚卫民介绍，自2019年开
始，每周一至周六早晨6点半到7点
半，志愿者们都风雨无阻为贫困户、
孤寡老人、环卫工人等提供早餐，累
计送出爱心早餐4.2万余份。“看到
大家满意的笑容，我们觉得这一切
都是值得的。”

作为“莫文隋”原型汤淳渊的挚
友，姚卫民接过“莫文隋”的旗帜，躬身力行，2076个小时凝聚
起志愿服务的一团火，播撒下希望空间的满天星，成为江海志
愿服务“莫文隋奖”获得者之一。

作为全市志愿服务领域的最高荣誉，我市今年首次评选
江海志愿服务“莫文隋奖”。经各地推荐遴选，苏晓琳、张建
伟、姚卫民三名个人，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580志愿服务站和
崇川区学田街道“知心奶奶”群体两个志愿服务组织获江海志
愿服务“莫文隋奖”。

“板凳姑娘”苏晓琳先天畸形，只能靠着一张小板凳艰难
行走，她却以顽强的毅力打破了医生“活不过15岁”的预言。
她不仅生活自理，更是自学成才，还利用网络、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肢残人协会等平台，帮助迷途青年走上创客路、帮
助身边残友圆了康复梦，长期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提供志愿
服务。 （下转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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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勇进 通讯员卢微微 徐蓓）4日，海
安市举行第十七届法治文化节暨第二届“最美普法人”颁奖
典礼。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专程发来贺函，充分肯定海
安市近年来法治工作取得的成绩，勉励海安创造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

近年来，海安市坚持以法治统领社会治理实践，将普法
依法治理工作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主自治、文明共
建，推动形成遵法而治、循法而为、尚法而行的良好社会风
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实现全
国普法工作先进县（市）“六连冠”，获得省法治建设示范
县、省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等金字招牌，群
众安全感、法治建设满意度、政法队伍满意率等连续多年位
居省市前列。

本届文化节以“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为主题，深入开
展法治宣传进村入户、法律服务精准供给、法律援助解困惠
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网格治理提质增效、法治实践融合
并进“六大行动”，以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助力乡
村振兴。

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
海安举行第十七届法治文化节

习近平向“2021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坚持和维护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省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举行

“好人之城”已成为如东城市名片

追寻《江海报》烽火映战旗
它是《南通日报》的前身，诞生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80年后，南通日报社四代记者踏上寻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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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国际志
愿者日。当天，崇
川区幸福街道幸福
家苑社区、南通阳
光公益协会为磨刀
老人吴锦泉举办
93岁生日会，志愿
者们为老人送上生
日祝福，并表示将
用实际行动传承好
志愿者精神。

记者 江建华摄

我市举办首届青年人才就业嘉年华活动，
发放一揽子就业“礼包”——

青春留江海
梦想达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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