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4 日是第四个国家宪法日，当
天下午，新街镇在电商政务中心广场
开展主题为“弘扬宪法精神，共筑新街
梦想”的法律法规宣教活动，进一步提
高干群宪法意识，增强法治观念。

记者 张佳 通讯员 陆继军 摄

天
气
预
报

多云

偏北风5级

本市:-2℃/10℃

大丰:-1℃/11℃

兴化:0℃/12℃

海安:1℃/12℃

生活指数

紫外线指数:
较弱

晨练指数:
适宜

运动指数:
适宜

感冒指数:
易发

讲述我的志愿故事讲述我的志愿故事

■责任编辑:张佳 电话:85222311 ■版式设计:杨阳

温馨提醒——今 日 天 气 本市：多云，偏东风3-4级，1℃/10℃ 大丰:2℃/10℃ 兴化:1℃/10℃ 海安:3℃/11℃

新闻·社会 3 版2017年 12月 7日 星期四

本报讯（记者 金莉莉）12月
4日一早，远在北京的乡友、2016
年三季度“东台好人”姚远成功通
过微信自助订阅2018年全年《东
台日报》，成为本报微信订报新方
式开通以来的首位订阅者。

近年来，本报积极拥抱互联
网，全面推进媒体融合，在办好报
纸的同时，朝着影响更广泛的融
媒体平台迈进。近日，继邮局订
阅、电话订阅、专人订阅等原有订
阅方式之外，本报新开通了微信
扫码订报，通过东台日报微信公

众号，动动手指进行简单操作后，
即可完成订阅。

12月 3日微信扫码订报方式
开通以来，读者订报热情四溢。
便捷的微信扫码订报方式成为不
少读者，尤其是在外打拼的东台
人订阅《东台日报》的新选择。天
津江苏商会的朱建国不仅自己订
阅，还为恩师订阅整年《东台日
报》表达对恩师的谢意……此外
市民杨先生、郑先生等多位读者
纷纷通过微信订报方式成功订
阅。

不少读者表示，在互联网时
代，在人人都能发声的自媒体时
代，还是习惯手持一份散发着淡
淡油墨香的报纸，追寻真相，探究
学习。多年来阅读《东台日报》已
经成为一种习惯，自己订阅的不
只是一份报纸，还有一种不想轻
易让信息时代的浮躁夺走岁月的
情怀。所以，尽管身处网络时代，
依然习惯每年都给自己和家人留
下安静的阅读空间，享受报纸真
实温度。

互联网播撒乡情 新媒体传递乡音

本报开辟微信扫码订报新途径

12 月 5 日，时堰供电所“金海星”
青年志愿者到时堰镇敬老院进行安
全用电检查，保证老人们快乐安全
过暖冬。

唐雅 孙永兴 摄

瞧，这位老大爷对《东台日报》情
有独钟。 沈秋明 摄

沈小波

我是一个80后，平时除了
上班，大多数时间宅在家里。
2015年 7月，我在论坛上看到
我市建立了一支民间救援组
织蓝天救援队，感觉很新鲜，
就积极地参加相关培训。

虽然我现在从事的是销售
工作，但因为从医疗专业学校
毕业，有两年医院实习经历，
在救援队的急救培训中，我的
专业知识派上了用场，练习几
次就很熟练了。

加入救援队没多久，2016
年 7月一个炎热的夜晚，救援
队发布出勤通知，红兰桥有人
溺水，派出所应溺水者家属请
求，请蓝天救援队出勤救援。
我义不容辞地报名参加，全队
出动了16人次，分为两批次轮
流上艇，在水面上搜救。炎热的
夏夜没有一丝凉风，我穿着厚厚
的救生衣，汗沿着脊背往下流，
身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一
个小时、两个小时，队员们驾着
皮划艇，一遍遍地在河面上用工
具打捞，终于在凌晨四点多的
时候，完成了本次搜救。回家
洗了个澡，我又投入到本职工
作中去。

加入到蓝天救援队以来，
每次的救援队赛事、大型活动
保障我都争取参加，羽毛球
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550乡
村马拉松赛等都有蓝天救援
人的身影。救援队注册以来
组织应急知识讲座进校园进
社区活动超50场，我积极练习
技能，做好助教演示，让受众
直观地了解应急知识。

自从加入救援队大家庭，
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发现
突发意外事件立即伸出援手
的习惯。2016年 8月，我在救
援队参加完培训回家，天已经
要黑了，远远看到路上围了好
多人，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出
了一起车祸，有一位女子被压
在车轮下，已有目击者打了
120急救电话，但救护车还没

有赶到。受伤女子发出痛苦
的呻吟，为了减轻她的痛苦，
我发动围观群众，齐心合力，
将汽车抬了起来，将女子受伤
的腿轻轻地移出。我检查了
下，没有大出血迹象，于是帮
伤者简单包扎处理了一下，跟
她聊天，分散她的注意力，直
到120急救车来到，我才离开
回家。

今年 9月 22日上午 10时
左右，我在南沈灶镇国贸超市
上班，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声
喊“有人摔倒了！”作为一名专
业救援人员，我本能地冲出
去，发现一位大约80岁左右的
老人跌倒在地，头部摔伤，地
上血迹斑斑。因为离东台城
区远，如果打120，救护车到达
时间太久，反而不利于及时把
老人送往医院。我当机立断
叫旁边的同志拨打 110，并疏
散周围的人留出空间，然后上
前仔细检查了老人的脉搏。
我发现老人呼吸心跳均有但
比较急促，跟他讲话，他眼睛
可以眨，但是不能说话，同时
发现耳朵出血。由于老人躺
倒在地不能自己爬起来，在一
名城管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我
们把老人扶靠到凳子上。不
一会儿，110警车来了，车上下
来两位警察，我协助他们一起
把老人抬上了车。由于老人
不能自主行动，我一直把他抱
在怀里，让他枕着我的手臂，
到了卫生院，协助将老人送去
抢救室，我才洗去手臂上的血
迹，回去继续工作。一周后，
我再到南沈灶镇进行例行工
作时，同事告诉我老人经医生
诊断，是脑溢血引起摔倒，幸
好处理得当、送医及时，经过
治疗已经明显好转。听到这
些，我心里倍感欣慰。

我是一个无偿献血者，同
时也是骨髓捐献志愿者。我
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近年
来，我多次参与大病募捐，资
助留守儿童、贫困家庭活动，
为急需帮助的病患、家庭提供
帮助。

在蓝天救援队，大家相互
关心，共同学习，在成长中帮
助别人，我感到十分快乐。虽
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我
相信通过集体的努力，一定能
成就公益大理想。（笔者为品
牌奶粉销售代表）

我的公益大理想

本报讯（记者 张佳 通讯员 章
国荣 文/摄）12月 5日是第32个国
际志愿者日，市义工联合会的十多
名志愿者在市人民公园捡拾垃圾，
维护生态环境，践行志愿服务精
神。

一大早，志愿者们不顾冬日的
寒冷，在副会长“芳年华月”的安排
下，分为四个小组对公园各个角落
进行卫生检查，并及时清理垃圾杂
物。同时，倡导市民从小事做起，
从点滴做起，共建绿色家园。志愿
者“胜男”说，在节日里坚持志愿服
务，感觉十分有意义。

据了解，自义工联合会成立以
来，组织开展了以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抗战老兵、困难家庭等
为重点的爱心活动，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也带动了许多热心市
民参与其中。

义工联以志愿
服务活动庆祝
国际志愿者日

记者 唐雅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
关键在人。在农村劳动力愈发高
龄化的今天，“谁来种地”“怎样种
地”成为农业发展的关键。而这一
系列的疑问，在看到韩猛之后，烟
消云散。

“孩子，回来帮帮爸爸吧，爸爸
的精力大不如前，种 30 亩西瓜有
点吃劲。况且农村也有很大的商
机。”

韩猛是标准的80后，从南京建
筑工程学院毕业后，搞过设计，包
过工程，做过装潢。在城市摸爬滚
打一阵，正准备大干一场时，父亲
的这通电话让韩猛回到了家乡弶
港镇。

韩猛坦言，起初自己是不愿意

回来的，“接到爸爸电话的第一反
应既震惊又疑惑，想着为什么要让
我回来种地？”后来，父亲见韩猛没
想通，便劝说他去参加镇里组织的
一个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班。就这
样，韩猛参加了培训班，听了两场
课后，培训班上对农村农业形势的
讲解，对瓜果蔬菜种植效益的探
讨，对农村未来发展趋势的解析，
都深深地触动了他。韩猛开始意
识到在家乡同样能创业，也能实现
自己的人生抱负。于是他打消了
在城市发展的念头，果断地回到了
父亲身边，开始了大棚西瓜种植生
涯。

韩猛苦学技术，各类技能培训
班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通过培
训班，与技术人员接触，与资深专
家交流，他逐步掌握了科学种瓜

的要领。与此同时，他还向父亲、
向同行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终于掌握了设施大棚西瓜的生产
技术，并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在充分掌握西瓜种植的技术之
后，他又学着去了解市场，并对前
几年西瓜市场行情进行分析，渐
渐地掌握了本地西瓜销售的一般
规律。

在初步弄懂技术与市场两个
层面之后，时年27岁的韩猛，决定
一改父亲稳健的作风，将大棚西瓜
面积翻番，拓展到60亩，29岁那年
更是把面积拓展到120亩，是父亲
以前大棚西瓜种植面积的 4 倍。
父亲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担心，惊喜
的是儿子比自己更敢想敢干，担忧
的是这么多的田管理得过来吗？
会获得好的效益吗？

韩猛感觉到父亲的忧虑。他
一方面积极参加职业农民技术培
训，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跟老师交
流，另一方面下功夫进行管理，着
力解决栽培过程中遇到的劳力、天
气、市场对接、病虫防治、西瓜品种
搭配、品种更新等问题，并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今年，韩猛又向前跨
了一步，种植大棚西瓜 160 亩，并
选择了“全美4K”这一含糖量很高
又不易爆裂的品种。由于管理精
细到位，西瓜果形好、甜度高，深受
市 场 欢 迎 ，价 格 卖 到 了 3.2-3.6
元/斤，成为弶港西瓜种植圈中的
佼佼者。

如今，韩猛正忙着注册“老韩
西瓜”商标，同时带动周边的瓜农
共走致富路。

在希望的田野上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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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民政·福彩 热烈祝贺双色球2017143期喜中一等奖13注，单注奖金668.7万元，其中一等奖复式投注9注，奖金1168.7万元，二等奖164注，
奖金16.7万元！奖池累积7亿元！热烈祝贺我市320905站点一彩民喜中2017032期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500万元！热烈
祝贺我市32095903站点一彩民喜中2017073期双色球二等奖一注，奖金13.65万元。热烈祝贺我市中福在线大厅2017年7月
25日喜中25万全国累积大奖！热烈祝贺我市46人“众筹”买彩，喜中2017107期双色球一等奖，奖金521万元！

在玩彩中，“自选”投注就
是自主选择号码进行投注。

“自选”投注是电脑福利彩票
的魅力所在，体现了电脑彩票
的趣味性、参与性及主动性。

“自选”投注号码的方法
有简有繁，简单的方法就是彩
友自己凭感觉选取号码。

复杂的方法就是通过分析、
研究号码走势图以及使用彩票
分析软件、书籍等来确定要投注
的号码。其中，有几种自选投注

的方法常被彩友所用。
排除法
通过观察号码走势图，排

列出每个号码出现的频率，在
此期间排除掉某些可能性极小
的号码，比如一些过热或极冷
的号码。

连码法
连码就是连在一起的号

码。纵观往期的中奖号码，单
连码的出现概率在80%左右，
而三连号、四连号甚至五连号

也是时常出现。如果在选择
号码的时候，准确地把握住连
号，将会大大提高中奖的概率
与机会。

重复号码法
重复号码就是这期开出，

下期又再现的号码，是所有玩
法中最常常出现的现象，有的
号码甚至会接连开出四、五期
之多。可见，在上一期的中奖
号码中，再次选择一至两个号
码是最为重要的。

冷热搭配法
在号码走势图中，在彩友

的概念里，热码就是出现频率
比较高的号码，而冷码就是相
对出现频率比较低的号码。
仔细观看走势图，就会发现每
期 的 中 奖 号 码 都 会 有 冷 有

热。因此，在选择号码的时候
最好冷热结合，灵活运用。

守株待兔法
选好号码之后，每期重复

投注，持之以恒，多期未中也
绝不气馁，坚守再坚守，等着
被中奖号码撞中的时刻，大奖
迟早会到来。

逆向思维法
逆向思维，就是在选择号

码的时候，将自己最为看好的
号码选上几注后，再把那些自
己认为绝不可能出现的号码
也选上几注，这样全方位投注
往往会有极大的中奖把握。
（大雅、剑锋）

运用多种自选投注方法
尽情品味玩彩乐趣

投 注 技 巧派 奖 信 息

派奖活动期间，三同号单
选奖金由 240 元增加至 300
元；三同号通选奖金由40元增
加至50元；二同号单选奖金由
80元增加至100元；二同号复
选奖金由 15 元增加至 19 元；
三不同号奖金由 40 元增加至
50元；二不同号奖金由8元增
加至10元；三连号通选奖金由
10元增加至 12 元；和值 4、17
奖金由80元增加至100元；和
值5、16奖金由40元增加至50
元；和值 6、15 奖金由 25 元增
加至 30 元；和值 7、14 奖金由
16 元增加至 20 元；和值 8、13

奖金由 12 元增加至 14 元；和
值9、12奖金由10元增加至12
元；和值 10、11 奖金由 9 元增
加至11元。“快3”游戏是一种
以3个号码（每个号码为1至6
自然数之一）组合为 1注彩票
进行投注，9分钟销售，1分钟
开奖，每期随机生成三个号码，
作为开奖号码。这次2亿元的
派奖规模史无前例，相信这次
派奖必将给我市彩民带来更大
的惊喜和实惠。

“快3”2亿元大派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