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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新闻/时讯

生动展现新闻工作者爱岗敬业、情系人民的精神风貌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团走进南通
晚报讯 7月1日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
记协组织的
“
江苏好记者讲好故事”巡回演讲
团来到南通，10位记者从自己的岗位出发，通
过讲述亲历、亲见、亲为的鲜活故事，展示了
新闻界自觉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生动实践，展示了新闻工作者爱岗敬业、情
系人民的精神风貌。
为了深入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 引导新闻工作者学习践行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省委宣传部、省委外宣办、省委
网信办、 省新闻广电出版局和省记协从2014
年开始， 在全省新闻界组织“
好记者讲好故
事”演讲比赛活动，先后推选出近200名优秀
演讲人。 省委宣传部和省记协挑选了近年来
演讲和选拔比赛活动中的53位优秀选手，组
成
“江苏好记者讲好故事”成员库，南通有4人
入选。

演讲中，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记者乙恒羽
讲述如何发挥“钉子”精神，奔赴一线报道灾
情； 泰州广播电视台记者范锴分享媒体如何
凝聚社会力量，成功救助烧伤女孩的故事；扬
州日报采访中心记者赵天讲述和同事们深入
一线，采访扬州
“
匠二代”精神的故事；南京广
电总台新闻频道记者高菲描绘了自己变身
“卧底”打击犯罪的经历；启东市广播电视台
中国
记者、主持人朱丹娟，以采访盲人夫妇、“
好人”等鲜活事例，讲述着自己作为一名记者
的梦想与坚持。台上一个个真实感人、内容丰
富的故事，让台下聆听的媒体人、大学生们深
受感染，热泪盈眶。
巡讲结束后， 演讲者们还与南通的新
闻工作者、大学教师、大学生等展开面对面
交流，分享彼此深入基层的采访经历和真实
感受。
记者刘璐

行业倡导凝合力 企业联手献爱心

开发区超百万慈善冠名基金成立
晚报讯 6月29日，南通开发区举行
“
广厦
慈善爱心基金”成立揭牌仪式，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领导和区房管局负责人、区慈善会负责
人与30多家企业，共同参与并见证了这支超百
万元慈善爱心基金的诞生。
今年4月，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批准了
该区《积极挖掘企业慈善资源，强力推进慈
善事业发展的实施方案》， 并组织召开了由
党工委、管委会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负责
人参加的推进会议，落实了责任分工，要求
通过整体联动，使区内大部分企业都能主动
参与到慈善公益活动中来，自觉履行社会责
任。 开发区房产管理局率先而为，通过走访

调研，决定在行业內积极引导发动，倡议发挥
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优势， 在开发区慈善会设
立“
广厦慈善爱心基金”。 该倡议受到在区房
地产企业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 目前已有
万科等12家房地产企业共计协议认捐达121
万元。
据悉， 在当天举行的“广厦慈善爱心基
金”成立揭牌仪式上，许多闻讯而来的建筑施
工企业、拆迁评估公司、物业管理公司也积极
参与到献爱心慈善捐赠活动中来， 现场现金
“广厦慈善爱
捐款单位一个接着一个，从而使
心基金”的规模实际达到了136万元。
记者龚丹 通讯员姚卫民

讲述老港口改革创新的故事
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大剧《江河水》在通开机
晚报讯 继登陆央视的电视剧《春天里》
后，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旗下幸福
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改革
开放40周年献礼大剧《江河水》将在南通取景
拍摄。昨天下午，电视剧《江河水》在通举行了
开机仪式。
电视剧《江河水》改编自杜卫东、周新京
的同名小说《江河水》，讲述了一个老港口在
新局长江河带领下不忘初心， 在时代浪潮中
通过“
破”“
立”和
“
创”三个阶段大刀阔斧推进
改革创新的故事，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
是十八大以来江苏人民的改革探索和创新实
践，具有浓郁的江苏特色。 该剧将在南通、盐
城、苏州三地取景拍摄。
目前，《江河水》 已经入选了国家广电总

局2018-2022年百部重点电视剧选题剧目名
单。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江河的演员秦昊表示，
江河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千千万万
改革者的代表， 他不仅是一个有责任、 敢担
当、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党员领导干部，
更有着推动中国港口
“走出去”，响应国家
“
一
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视野和长远眼光，在他的
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港口人砥砺奋斗、开
拓创新、永立潮头的精神面貌。
该剧导演李小亭介绍说，《江河水》 将拍
摄3个月时间，南通的取景包括了港口、船厂、
企事业单位、南通大学等地，6月30日，剧组已
经在南通开发区开始了正式拍摄。 在整个拍
摄中，剧组将全力展现南通的自然风光、人文
景观和南通港口建设的巨大成就。 记者龚丹

“引凤工程”首位海外博士入职通大
晚报讯 “
引凤工程”结出硕果，首位海外
博士正式入职通大。 6月30日上午，南通大学为
王小萌博士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入职仪式。 自
此，王小萌正式任职该校交通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 南通大学大力推进人才集聚工
程，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多方位、多层次、
多渠道集聚高端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人
才。 今年5月，世界著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
博士，香港教育工作联会会长杨耀忠，全国台
企联常务副会长、 江苏融通阀门机械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政宏，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汤
玛斯·肯瑟勒教授受聘担任该校终身教授。今
年上半年以来，学校已成功引进6名高层次人
才，包括国家
“千人计划”特聘教授、还有中科
院“
百人计划”专家、江苏特聘教授、国家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另有3名海外博士依
托该校申报国家
“
青年千人计划”。
“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强校战略是高等教育
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必然选
择。 ”通大校长施卫东说。 通讯员陈妍 记者尤炼

倡导生活垃圾分类

我市开展专题宣传月活动

晚报讯 1日上午，由南通市政府主办的
垃圾分类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公开倡议活动在
环西文化广场举行。 市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组
长、市政府副市长吴永宏宣布
“垃圾分类宣传
月”活动启动，来自社会各界的300多位代表
参加了仪式并在倡议承诺墙上签名。

据了解， 市政府举办垃圾分类宣传月的
主要目的是动员全体党员干部带头， 在垃圾
分类行动中率先垂范， 引导和倡议广大群众
自觉参与垃圾分类， 推动形成全社会参与垃
圾分类的良好社会氛围，保护生态环境，建设
美好家园。市垃圾分类办、文明办共同发起的
倡议，要求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尤其是党员干
部要率先响应，积极行动，争当垃圾分类的先
行者、示范员。 市政府要求各地、各部门在本
次活动的基础上，按照宣传月活动既定部署，
进一步强化宣传发动工作， 使垃圾分类更加
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城市风尚。
记者李波 通讯员王刚

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会暨作品展在通举办
晚报讯 昨天上午， 省青年书法家协会
第三届三次理事会在崇川美术馆举行， 会议
审议听取了省青年书协工作报告，南通、常州
两地青年书协负责人做了青年书协工作汇
报， 大家就进一步发展繁荣江苏青年书法事
业献计献策。团省委副书记张迎春，团省委统
战部部长、省青联秘书长刘雯，省书协副主席
刘灿铭， 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双阳等参

垃圾分类
尊敬的市民朋友：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质量持续提
高， 催生了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快速增长，垃
圾治理成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攻坚
防治的重要方面。 践行垃圾分类，是垃圾变
废为宝、防控垃圾污染最简便、最有效的措
施，是讲公德、讲文明的直接体现，是我们所
有垃圾制造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为此，我
们向全体市民倡议：
一、养成分类习惯。 增强“垃圾分类，绿

文明你我

色环保”意识，准确掌握垃圾分类知识，持之
以恒地在家庭、单位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
分类投放，使垃圾分类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习
惯和自觉行动。
二、传播分类理念。 主动开展垃圾分类
知识宣传普及，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影响家
庭、单位等身边人，营造垃圾分类“人人知
晓、个个参与”的浓厚氛围，助推垃圾分类成
为城市时尚。
三、参与分类管理。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加会议。
当天， 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作品展开
幕式暨作品集首发式同时举行，90余件真、草、隶、
篆、行、篆刻作品参展，其中有近20位全国书法
最高奖兰亭奖和全国奖获奖作者的精品力作。
展现了今日江苏青年书家的综合实力，其中南
通吴邦志、吴旭春、施娟、林潭4位理事的作品
参展。
记者龚丹

——
—生活垃圾分类倡议书

监督管理，及时举报制止垃圾混投混装混运
行为， 坚决抵制违反垃圾分类规定的人和
事，以积极的姿态推进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工作行稳致远。
四、倡导源头减量。 养成低碳节约、循
环利用的工作生活方 式 ， 积 极 参 与“光 盘
行动”“限塑令”等垃圾减量行动，自觉 抵
制过度包装，减少使 用 一 次 性 用 品 ， 尽 量
选购净菜，以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控减垃圾
增量。

市民朋友，生态净则文明兴，垃圾分类，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
自身做起，立即行动起来，自觉开展垃圾分
类，为建设文明生态南通、为子孙后代留下
绿水青山而共同努力。

南通市城乡垃圾分类和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南通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