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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年前，怀有身孕的安徽船民杨菊林随船被巨浪卷入江中，危在旦夕。 南通父老奋力抢救，让她
和腹中的胎儿延续了生命。 前不久，已经当上奶奶的杨菊林第二次重返第二故乡，她说——
—

没有长江村人就没有今天的我
当年在长江南通段获救的安徽
籍孕妇杨菊林，6 月 22 日重返 33
年前的重生之地，深情感谢
“
第二故
乡”的父老乡亲的救命之恩。如今已
经当上奶奶的杨菊林激动地说：“如
果没有好心的长江村人， 就没有今
天的我！ ”
1985 年 4 月 7 日，安徽省庐江
县天井乡一支满载大米的船队行
至长江南通段江面时，突遇江水涨
潮，4 条水泥船被巨浪卷入江中，
12 名船民全部落水。 经当地长江
村的村民蒋金泉等奋力抢救，落水
者中除 1 人遇难外，11 人获救，获
救者包括年仅 23 岁、 怀有身孕的
杨菊林。
获救后， 杨菊林先后当上了妈
妈和奶奶。 33 年间，杨菊林行过船、
摆过摊、开过店。 不管走到哪里，长
江村始终是她心头最深的牵挂。 当
上妈妈后， 她经常和儿子说：“没有
长江村人，就没有我，没有我们整个
家庭。 村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还不
起，得经常回家看看。”如今，当上奶
奶后， 她更是时常和孙子说，“长江
的对岸还有我们的亲人”。
2006 年，杨菊林携子重返长江
村， 感谢当地村民的救命之恩。 当
时， 她的儿子杨营生已经成为一名
大学生。

本月 22 日， 杨菊林再次踏上
“第二故乡” 的土地， 感谢当地村
民， 并把两面绣有“再生之地，第
二故乡 ”“当 年 精 神 文 明 典 型 ， 如
今生态文明先锋”的锦旗献给了当
地政府。
南通日报记者曹京胶全程报道
了长江村救人的壮举。 她还陪同杨
菊林于 2006 年和 2018 年两度返回
第二故乡表示感谢。
1985 年，时任南通市委书记的
朱剑在如皋营防乡调研时， 听说了
长江村村民救人的事情， 提议把长
江村作为先进典型，与
“南通建筑铁
军” 等 11 个先进典型一起统称为
“南通市精神文明建设的 12 面红
旗” 予以表彰， 并号召全市人民向
“12 面红旗”学习。
6 月 22 日，已经从领导岗位退
下来的朱剑应邀参加了相关活动。
朱剑说，这是个动人的故事，今天听
来依然感人，蕴含着崇德向上、明德
惟馨的精神力量。
让我们重新回到 1985 年 4 月
7 日，农历二月十八。 长江南通段突
遇涨潮，4 条水泥船被巨浪卷入江
中，12 名船民全部落水。
当时距离出事水域最近的村庄
是长江村。闻讯后，长江村的村民奋
不顾身展开营救。 杨菊林已在漩涡

长江村今昔

新闻链接
杨菊林当年是被长江村的村民
所救。当时，长江村属于如皋县营防
乡。所以，时任营防乡党委书记的王
锦国给孩子起名为
“营生”。
此后，当年行政区划几经调整。

牵
爱

中晕头转向， 村民们奋不顾身地用
竹篙拦头截住，把她拖上了岸。刚获
救时，杨菊林已失去知觉，眼睛瞪得
很大，鼻子、耳朵里全是沙子，脸色
发紫。有人以为她已经死了，多亏一
位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给她做人
工呼吸，把呛进去的泥沙按出来。在
江堤旁的村民王桂英的家中，3 名
素不相识的农家妇女脱去衣服，用
温暖的身躯焐热了杨菊林冰冷彻骨
的身子。
灾难使杨菊林 21 岁的弟弟不
幸身亡，其余船民全部获救。
苏醒过来的杨菊玲得知弟弟被
江水吞噬了生命， 贷款买来的一船
大米又附之东流， 她几乎失去了生
活的信心。然而，好心的村民们为其
免费打捞沉船。 修船工蒋金泉师傅
忍着坐骨神经痛， 和蔡师傅一起不
计报酬为杨菊林修船。 如皋民政局
送来救助款， 南通石油公司为他们
提供柴油。 王桂英的婆婆从 100 户
人家讨来棉花和碎布料， 为杨菊林
腹中的孩子准备“百家衣”，希望他
能一生平安。
时任营防乡党委书记的王锦
国给孩子起名为“营生”。 如今，营
生当上了父亲， 杨菊林也升级为
奶奶。
本报记者 朱晖斌

如皋县变成如皋市；营防乡并入九华
镇，王锦国也前往九华镇工作。 2008
年， 省政府将长江村划归长江镇管
辖。 现在原营防乡大部归属九华镇，
长江村属于如皋港开发区（长江镇）。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13 个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南通人在上海等外地工作的
点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大型特色婚恋机构，欢迎咨询
地址：人民中路 95 号纺织大厦 623 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目前，如皋港开发区（长江镇）
和九华镇均以经济强、百姓富、环境
美著称，形成了长江、长绿、长寿的
三大品牌， 是精神文明南通现象的
朱晖斌
一个缩影。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鸿运婚介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创办十多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小石桥红绿灯东 100 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诚信婚介
推荐榜

情缘婚介 花好月圆婚介
女
女
男
男

30 岁
28 岁
29 岁
30 岁

1.64 米
1.61 米
1.72 米
1.72 米

本科
硕士
本科
本科

国企会计 漂亮
公务员 品貌端
建造师 年薪 30 万
工程师 帅气 房车

招聘司机、搬运工
大各
2 名 工资日结
居民、企业搬迁
众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搬13328090150
家工农路 555 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50名非遗传承人云集南通
通大传统印染技艺培训班结业
晚报讯 昨天下午， 南通大
学第三期传统印染技艺培训班在
纺织服装学院圆满结束， 并举行
了结业典礼和学员蓝印花布作品
展演，来自贵州、云南、河南、山东
等 16 个省市的 50 名学员在一个
多月时间里共创作完成作品 160
多件， 他们的作品让传统工艺融
入了现代生活元素。
2015 年，文化部、教育部启
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批高校
参与了研培计划， 全国现有 100 多
所高校被批准列入研培计划名单。
南通大学因在传统染织蓝印花布
产、学、研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被列
入第二批研培计划高校名单。
南通大学传统印染技艺培训班
已经成功举办两期，第三期共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 50 多位学员参加。
记者 龚丹 实习生 何玉婷

更俗剧院 动画片
王千源,袁姗姗主演喜剧片
最新演出信息

《超人总动员2》
《龙虾刑警》
克里斯·帕拉特主演科幻冒险片《侏侏罗纪世界2》

7 月 4 日 19:30 美籍华裔——
—林易钢琴独奏音乐会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7 月 7 日 19:30 芭蕾舞剧《白毛女》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7 月 10 日 19: 30 俄罗斯少儿芭蕾舞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7 月 14 日 19:30 美国大地吉他组合风景油画音乐会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公司成立 21 年 专业搬家车辆 8 辆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搬
家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何王鼎遗失出生
医学证明， 准生证号
码 ：K320244295， 声 明
作废。

专业搬厂、设备、吊装运、企业搬迁等

地

专业团队、诚信、务实、价优

13962806878 十多年搬运经验 4T-10T 叉车各 2 辆出租
址 :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本地实体：81067222 13073290000 13773650825华联北

手机：

仁杰
商务

信息调查事务所

调查

18252501888 13776936678

专业 83578521
13861988195
保洁 十年经验
值得信赖

109 支， 其中 28 支为重点立项团
队，涵盖理论宣讲、专业实践、志愿
服务、社会调研、创新创业、美丽中
国、健康中国七个类别。
今年暑期社会实践还有 15 名
学生进入西部计划、 苏北计划志愿
者体检环节；4 名本科毕业生组建
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第
20 届研究生支教团，赴青海省贵德
县进行支教服务工作。 10 名研究生
作为第五批支教团成员， 奔赴青海
省开展支教实践。
记者 尤炼 通讯员 张露莹

满意 双喜搬家 爱心大件 顺喜

微信
电话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 301 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 11 路 海门秀山东路 88 号…

洁华清洗公司

晚报讯 昨天下午，南通大学
举行 2018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暨西部计划（苏北计划）志愿者、莫
文隋研究生支教团出征仪式。 2 万
余名青年学生将前往祖国大江南
北，深入基层，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
社会实践和挂职锻炼活动。
通大今年暑期社会实践以
“
践行新思想·拥抱新时代” 为主
知行合一”的活动要求，
题，按照“
将社会实践与社会观察、 专业学
习、 志愿服务和就业创业有机结
合。 学校共组建校级立项团队

地址：工农路 135 号三喜大厦 401

补运中心

补运

2万余学子奔赴社会大课堂

成功满意价值服务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85100503 15358777393 短信微信报名：18934533636
地址：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 304 室

通大举行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

启东市天和生物制品有
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编号：3010-03318186，
核 准 号 ：J3066000314210，
声明作废。

车辆信息

周如忠遗失监理员证
书，证号：苏建工监员（通）
第 1100431 号，专业：园林
绿化，有效期至：2020 年 1
月 30 日，声明作废。

信誉至上 现金支付

15996551598

（原柯南商务调查事务所）

婚姻咨询调查，商务咨询调查
专业清理各种企业、个人债务
地址：人民中路中南大厦 1301 室
电话 / 传真：85518101 手机：13301489530
南通 92.9 音乐频道特约嘉宾

高价求购二手车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周新遗失监理员证书，
证号： 苏建工监员 （通）第
100520 号，专业：工 民 建 ，
有效期至：2020 年 1 月 30
日，声明作废。

友情提醒： 本栏目广告位尚有
少量剩余， 请有意在本栏目投放广
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尽快至江
海晚报分类窗口缴纳广告款， 广告
位顺序将按交款先后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