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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阴有小雨并渐止 最
低温度9℃左右 最高温度11℃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12月11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2021年大湾区科学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粤港
澳大湾区要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努
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中国

愿同世界各国科学家、国际科技组织一道，密切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促进共性科
学技术破解，深化重点科学项目协作，共同推进世界
科学事业发展，更好造福人类。

2021年大湾区科学论坛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
幕，主题为“探索未来，共享科学”，由广东省人民政府
主办。

“好校长退而不休带队支教，捐资
助学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今年，沭阳
如东中学校长、如东县政协原督导员
周桂官双喜临门，相继当选“中国好
人”和省道德模范。

2010年，如东胜达汽车出租有限
公司驾驶员李平当选“中国好人”至
今，如东先后24人（组）荣登中国好人
榜，1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5人
获评江苏省道德模范及提名奖。年年
不缺席，门门不缺位，好人群体多，被
誉为中国好人“如东现象”。

道德沃土绘就
一幅幅“好人画卷”

饭菜一口一口喂，擦洗、换衣
服……城中街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
局副局长沈亚秋像对待自己亲生父母
一样，20多年来悉心照顾公公婆婆、丈

夫已故女友的父母、丈夫的伯父伯母，
用爱心孝心真心演绎人间大爱。

去年11月26日上午，如东刘埠渔
港外50多海里，一艘连云港籍渔船突
然失火，在临近海域作业的“苏如渔运
08186”船员钱军听到电台呼救，与同
事杨九才、张学群、丁晓东一起顶着8
级强风前去营救，来回十多趟，将危在
旦夕的14名船员全部转移。

“去年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我既
开心，更担心学费没有着落。想不到，杨
爷爷一瘸一拐找上门来，送来每年资助
1万元的喜讯。”家住大豫镇马家店村的
施紫薇告诉记者。今年82岁的杨光源
一直牵挂着贫困学子，从2007年8月发
起成立马塘夕阳红助学基金会至今，累
计发放140万多元，资助300多名孩子。

风雨无阻上门照料失能失智群众
的照护管家张冬云、10多年调解处理
1000多起医患纠纷零投诉的秦健、掏

空积蓄打造德法教育园滋润孩子们心
田的袁金华、一生省吃俭用却两次捐
款60万元用于家乡疫情防控和城镇
建设的香港同胞程忠……凡人善举竞
相涌现，筑起一座“好人之城”。

善举之花开省外
一粒“种子”长成一片“森林”

上周双休，四川省旺苍县赵家剧
院分院为千余名观众演出了30多个
节目，青林云庄文艺演出队表演的《都
是麻将惹的祸》，让观众在捧腹大笑中
受到教育。

“‘中国好人’赵亚华10年来投资
300多万元，为如东、河北阜平的乡亲
送文化，我受他的影响也走上文化惠
民这条路。”青林云庄农家乐创办人陈
正桂告诉记者。

2011年，创业致富的如东曹埠镇
农民赵亚华创办全国第一个农村公益
性剧院——赵家剧院，设施虽简陋，但
场场演出座无虚席。2015年年底，他
投资300多万元，在曹埠镇上漫社区建
成“赵家剧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2017 年，他文化扶贫到河北阜
平，设立“赵家剧院阜平山区分院”，踏

上文化扶贫新征程。至今，在江苏、河
北和四川相继建立20多家分院，义演
4000多场。最近，央视三农群英汇栏
目组专门来如东拍摄反映赵亚华以文
化人、铸魂育人的专题片。

播下一颗颗文明的种子，树起一座
座精神的丰碑。赵家剧院从一名志愿
者发展到2000多名志愿者，周周免费
为群众送文化大餐。阜平县文艺爱好者
李军学深知大山深处百姓文化生活贫
乏之苦，主动请缨担任赵家剧院阜平山
区分院院长，不仅周周义演，还自掏腰
包购车接送前来观看演出的山区村民。

如东籍老山战友群体的代表陈荣
下岗后到长沙创业，他资助的特困生
沈诗哲考取德国汉诺威钢琴学校，多
次在国际大赛中获奖，成为了一名年
轻有为的钢琴家。

一次，陈荣去贺龙家乡参观，看到
孩子们还在危房上课甚至失学，毅然
创办以他曾经所在连队命名的“英雄
硬六连赤溪希望小学”。

资助贫困学生、伤残战友，替牺牲
战友尽孝，30多年来，陈荣先后捐赠
2000多万元，经湖南省、长沙市有关
部门推荐，当选“中国好人”、长沙市诚
实守信道德模范。 （下转A2版）

9日，通州十总镇余丰河北闸，随着
闸门的开启，多年平静的河流出现了“哗
哗”的水流，一派活水畅流的乡村美景。

本月，南通区域治水现代水网建设
通州现场会后，踏访“余丰河北闸—团结
西闸—西一河涵洞—余丰河、翻身河”一
线，类似20座简易控导工程，散布于通
州36条刚刚疏浚治理的平静村河上，以

“水随人意”的波澜，书写着272平方公
里“水美乡村”的壮阔。

简易控导不简单

“采取装配式结构，闸门启闭上下直
升，远程联网监控调度。这种结构的水
闸，主要通过面流消能，突破了传统水闸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形式，不设置上下游
翼墙，也不设置消能防冲设施，造价只有
常规的十分之一，在南通水利建设史上
尚属首创。”南通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院长陶晓东介绍。

创新创造，贯穿了通州区域治水全
程。通州区水利局总工葛江华说：“与南
通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通州水建公司
三方通力合作，脑洞大开，采取拉森钢板
桩拦河坝+上升闸门的结构形式，建成
后的钢板桩顶高程放在2.6米，活水模式
时用来挡水抬高水位，排涝模式时反向
溢流排水。闸门可以上下启闭，控制水
位和流量。”

装配式结构，施工快捷，“三周建两
闸”；投资省，造价只有传统钢筋混凝土
水闸的十分之一；无上下游翼墙，无消能
防冲设施，无管理用房，不需要用地，“三
无产品”堪大用。11月18日，省水利厅
副厅长张劲松现场察看，十分满意。

通州遥望港沿线住户反映，村河支流的水体，不再排入遥
望港，水质稳定了。余丰河附近十总镇村民称，河水变活变清
了，不再担心农田被淹了。葛江华说，平时启动活水模式，把
遥望港高水引入中小河道，从而增加水体的环境容量，提高水
体的自净能力。汛期暴雨来临前启动防汛模式，通过关闭控
导工程，加大团结西闸及下游三余水系的下泄排海，增加了内
部河道的调蓄容量，从而提高排涝能力。 （下转A2版）

本报讯（通讯员李军 董宇 记者陈嘉仪）近日，省科学技
术厅公布了首批江苏省创新型示范县（市、区）建设名单，全省
仅10家，如皋榜上有名。

未来三年，如皋将围绕省创新型示范县（市、区）建设，以
打造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长三角北翼产业新高地、全国
创新创业首选地为目标，聚力打造“科创皋地”品牌。

近年来，如皋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政策体系
日趋完善、产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创新企业梯队逐渐形成、
农村科技事业不断进步、知识产权保护全面深入，全社会研发
投入、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比“十二五”末分别增长66.8%和
96.8%，成功跻身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第17位，获批国家
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国家基层标准化改革创新先行区、
全国科普示范县（市）、省人才工作先进市。

省创新型示范县（市、区）建设，旨在引导建设主体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
模式，打造创新能力突出、创新成果丰硕、创新特色鲜明、创新
引领作用强劲、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示范
引领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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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省创新型示范县（市、区）建设名单公布

我市如皋成功入选

习近平向2021年大湾区科学论坛致贺信

努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一个好人带出一批好人，一群好人托起一座城，文明之花绽放到湖南、河北、四川——

如东好人刷新城市文明新高度

给基层治理插上智慧“翅膀”
——主城区探索数字乡村基层“智理”新模式 A2

紫琅湖畔，热力四射。首届“双12
南通购物节”系列消费活动在南通国
际会展中心火热举行，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打卡。车博会、老字号嘉年华、南
通优品展、首届南通咖啡文化节……
多个活动让人们沉浸式体验综合消费
场景，点燃了市民的消费热情。

首届南通咖啡文化节，正为南通
市民带来一场“咖啡狂欢”。消费者可
以在咖啡节上一次性打卡“微型通城
咖啡版图”，获得味蕾的极大满足。22
家本土特色咖啡店首次汇聚一地，有
的专注手冲咖啡，有的搭配健康烘焙，

有的自制咖啡豆……每一个“咖啡
摊”，都呈现了每个咖啡店的独有风
格。漫步会展中心，咖啡香萦绕在空
气里。市区一家咖啡店的展位前排起
了长队，虽然场地有限，仍挡不住爱
咖党们的热情。工作人员介绍，两天
卖出了两百杯左右，生意好的店铺一
天就能卖出一百杯。“老客和新客各
占一半，对推广我们的品牌也起到积
极作用。”

蟹黄包、猪头肉、五山酱油……会
展中心广场上一字排开的“南通老字
号”，联手为市民奉献上一场“最熟悉

味道”的嘉年华，众多消费者来此“一
站式”体验和选购具有特色的老字号
产品。“来两斤猪头肉！”“这脆皮烤肉
怎么卖？”南通老字号“伴今”带来多种
产品，展位上来往顾客络绎不绝。工
作人员说，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一直忙
不停，一天销售额有3万元，这样的展
会对扩大品牌影响力很有帮助。

市民周女士带着家中老人和孩
子，在会展中心度过了一个逛吃逛吃
的周末，各得其乐。周女士自己是咖
啡深度爱好者，女儿则在文创展位前
觅得好物，老人现场品尝老字号猪

头肉仿佛拨动了记忆深处的那根心
弦……还不到暮色降临，不少老字号
商品就销售一空，紧急补货。

当晚“双12南通购物节”启动仪
式前，最吸睛的是现场270度超大屏
全景式展现动态《清明上河图》，流动
的精美画面处处展示出北宋都城的繁
华，吸引了消费者纷纷驻足欣赏，录制
视频。这既是一次传统文化的浸润，
以文化赋能商业，也体现出主办方对
本次活动的深切希冀——人间烟火
气，最抚凡人心。

本报记者 朱蓓宁 刘璐

以“惠聚南通·美好生活”为主题的首届“双12南通购物节”如约而至——

点燃冬日里消费的“一把火”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如何办理？

与住院费用
跨省结算政策相同

口岸城市疫情防控最新要求发布

48小时核酸阴性
设“缓冲区”

■A4观天下

记者记者 朱蓓宁朱蓓宁 刘璐刘璐 杨大业杨大业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