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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裕隆 溢真）
刚收完“双十一”的快件，朋友圈还
在一片“吃土”声中，“双十二”的促
销又来了。今年的“双十二”我市
实体商家又推出各类促销活动吸
引顾客。前两年，我市超市部分货
架被大妈搬空的场面还让人记忆
犹新。记者昨日走访商场了解到，
部分超市“双十二”活动折扣力度
不输电商。在商场内,一些市民表
示，还是会有选择性地接着买，有
些市民则表示不想再多买了。

商超折扣大力度。记者在我
市的部分商超和购物中心发现，
商家已开启的“双十二”折扣，吸
引了市民前来扫货。丹阳市食品
总公司丹食肉庄“双十二”期间开
展了“火锅季”恒都牛肉专享超值
牛肉盛“惠”活动，肥牛、肥羊、牛
肉丸纷纷优惠上柜，澳洲牛排团
购价 10袋只要 100元，另外赠送
油和酱；儿童牛排 10 袋只要 108
元，另外赠送儿童刀叉。抢购价
18.8元/盒的恒都精品肥牛卷，抢
购价 23.8 元/盒的恒都精选羊肉
卷，牛肉丸、黑椒牛肉丸、牛筋丸
抢购价 8元/袋吸引了市民购买，

半筋半肉牛肉、鲜牛腩、澳洲牛腩
块、牛肉块等则都打出了特价。
今年圣诞季前，沪耀·可瑞滋不仅
推出了脏脏包等一批网红西式糕
点新品种，还开展了“双十二”+
圣诞福利促销活动。“双十二”当
天起至 12 月 25 日举办充值 300
元+立返 30元到账+精美面碗一
只+雪域圣诞杯一只和充值 500
元 +立返 80 元到账+暖手抱抱
一只+圣诞雪橇一盒活动，同步
推出全场满35元，即可享受半价
换购胡萝卜奶酪棒一袋等活动。
恒源祥家纺“双十二”开展了95%
鹅绒被惊爆价提前开抢活动，土
豪金鹅绒被、80贡缎鹅绒被直降
120元等产品都吸引了市民前去
门店和专柜选购。丹阳八佰伴借
助13周年庆典，在“双十二”期间
组织了“畅享双十二，欢乐购优
惠，好礼享不停”活动，黄金最高
每克减 80，化妆品 400 减 100，服
饰低至 1 折，营销活动使店堂内
人气爆棚。

消费者冷态度。走进开发区
某大型商场内记者发现，商家没
有像“双十一”一样刻意打造出浓

厚的节日氛围，某些服饰专柜只
是借“双十二”打出了小型的海报
展架，推出了冬季羽绒服2~4折，
某品牌化妆品则搞起了赠券活
动，很多消费者大都只是路过看
看，并没有购买欲望。采访中，不
少消费者都表示在经历了“双十
一”购物之后，“双十二”的购物兴
趣不大期待不高。

孩子产品热火朝天。不同于
服饰、化妆品专柜消费者的冷态
度，在孩子品牌专区却呈现出另
一番景象，这里的“母婴潮品拼团
节”受到了市民的青睐，记者看到
许多带着孩子的父母购物车里都
装满了尿不湿、奶粉、床椅、鞋袜、
枕头、服装等在结账处排起了长
队。“我们最近几天车床椅 6 折、
部分服装 5 折，某些品牌的尿不
湿买三送一，服装类满 100 减 50
等。”店长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
候他们都会策划促销活动，除了
服装等商品，他们根据孩子的年
龄还有选择地推出三十多种玩具
租赁活动，消费者只需付一定的
押金和租金，就可以为孩子选择
适合不同年龄的玩具。

电商优惠力度小。除了实体
商家针对“双十二”搞促销活动
外，为了吸引消费者参与，许多电
商网站也推出了手机刮刮抽奖
卡，逛店铺抢金币领红包、优惠券
等玩法，但热度并没有“双十一”
那么火爆。业内人士表示，每年

的“人造节”已经成为了各路商家
的必玩手法，但需在服务态度、产
品质量、信誉度上有所提高，让市
民放心消费。

实体商超“双十二”,力度不输电商

图为市民“双十二”在丹食肉庄购物。记者 溢真 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金鸡饭
店的陈大宏，丹阳饭店的曾正祥
等白案大师是制作蟹黄汤包的
好手。在白案大师的培养下，丁
金锁、周雪辉等脱颖而出，相继
在各店点心部挑大梁。曾随丹
阳白案大师学习蟹黄汤包制作
技艺的周雪辉曾任丹阳饭店点
心部主厨、厨师长，周雪辉对淮
扬点心有较深的造诣，制作“蟹
黄汤包”、“三丁大包”、“翡翠烧
麦”等淮扬名点得心应手。参加

“镇江市职工业务选拔赛”，荣获
“擀皮子”、“捏包子”第三名。在
丹阳商业系统操作技术比赛中
获“捏包子”第一名，并被选送常
州、苏州点心名店进修。作为丹
阳蟹黄汤包传人的周雪辉到“坤
泉老味道”饭店主理蟹黄汤包，

进一步推动了丹阳老味道的
回归和传承。周雪辉认为，
城乡打“丹阳老味道”牌子

的层出不穷，这是可喜的。但
有些餐馆做出的“丹阳老味道”
串味明显了。不能以满足不同
消费者口味为理由，对传统美食
过度升级创新。传承丹阳传统
美食，贵在坚守。要在食材、制
作技艺等方面坚持纯正原料和
传统技艺，否则丹阳传统菜的传
承就走偏了，不仅失去了老味
道，市场价值也会越来越少。

本期“家有厨神”采访人物
周雪辉展示的是“蟹黄汤包”。

做法：先用蟹黄、蟹肉熬成
蟹油，再用老母鸡、筒子骨、猪蹄
焯水洗净，下锅加水、姜、葱、苏
贝克料酒一起熬制汤汁,熬至粘
稠，盛入干净的容器中冷却，凝
固冷冻成皮膏，加上少量鲜猪肉
拌成馅心，保留食材的原汁原
味，汤汁鲜美浓香。蟹黄汤包面
皮制作的秘密掌握在厨师的手
中,周雪辉用手工拍出来的蟹黄
汤包皮子，大小一样，厚薄均匀，
一张皮子在手上一般是三翻七

拍即成，做出来的蟹黄汤包一只
只都有 24 把花纹，收口都像鲫
鱼嘴一样，放在笼里像座钟，夹
在筷上像灯笼。特点：皮薄汤
多，蟹味浓醇，口味鲜美，花纹整
齐。

传统美食，坚守比创新更可贵
本报通讯员 学众 本报记者 溢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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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彤 记
者 溢真）传承中华民族的工匠
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携带历经
十年、五十年甚至百年历史的老
字号,2017 中国(江苏)老字号博
览会暨老字号创新发展高峰论
坛于 12 月 8 日在南京国际博览
中心盛大开幕！

本届博览会由江苏省商务
厅、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工商
局指导，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老
字号工作委员会、江苏贸促国际
会展有限公司、江苏省老字号企
业协会、南京市老字号协会共同
主办。此次盛会以“传承、创新、
开拓”为主题，旨在打造集品牌
发布、文化展示、消费体验、市场
推广、合作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
老字号品牌博览会，展会展出面

积达 15000平方米，共有国内省
市上百家知名老字号企业参
展。作为江苏中华老字号企业，
丹阳酒厂、丹阳恒升酿造公司也

有幸参与了此次博览会。展会
期间，两家企业的系列产品深受
市场欢迎和消费者青睐，打响了
丹阳本地老字号的名号。

传承老字号 放大影响力
我市两家企业上榜江苏老字号

图为丹阳两家江苏老字号企业上台受牌。记者 溢真 摄

丹阳市丹升烟花爆竹专营公司举办的烟花爆竹春节产品订货会
2017年12月8日~2018年2月15日举行。作为我市唯一的国有烟花
爆竹专营企业，丹升公司积极认真贯彻烟花爆竹经营政策，加强行业
自律，规范市场秩序，实现品牌化经营，形成了市域有龙头批发企业、
经营网络合理有序、统一储存配送、安全经营有切实保障的良好态
势，保持了连续多年安全经营无事故。为供应今年春节市场，丹升烟
花爆竹专营公司组织了烟花爆竹类品种300多个，儿童玩具类喷花
类产品近300种，来自城乡的100多家零售专营户参加了首日订货，
当天现场成交量明显高于往年。图为订货会现场。 记者 溢真 摄

丹升烟花举办春节产品供货会

吴氏甲鱼又获全国奖

江苏丹阳吴氏生态甲鱼养殖公司日前在2017年度全国龟鳖行
业综合奖项评审中再获佳绩，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全国龟鳖行业发
展创新特等奖”、“全国龟鳖名牌建设特别贡献奖”。图为延陵镇的吴
氏甲鱼养殖现场。通讯员 娟秀 曾萍 记者 溢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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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
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
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
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
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此书正在预订中！预订热线：0511-86911116！

【新书预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新华书店推荐内容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过去了 80
年，登记在册、健在的幸存者已不
满百人，他们中许多人像90岁的
幸存者常志强一样，记忆正变得模
糊。

然而，国破家亡的伤痛却历
久弥深。只要提起日本一些人对
那段历史的否认，常志强这位平时
和蔼而沉默的老人，就会突然激动
起来。

因为伤痛刻骨铭心，铭记历
史、珍爱和平的信念更历久弥坚。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张建军说，历史与信念的传承，其
实就是靠一个个家庭身体力行做
出来的。幸存者们的一生，经历国
破家亡的时代悲剧，又在民族伟大
复兴中转变命运，是家国命运一体
最真实的体现。

年初的一次脑梗后，常志强
讲述1937年12月的那场灾难时有
些吃力：当年，常志强一家八口在
逃往难民区途中遭遇日本兵。子
弹呼啸而至，父亲当即中弹身亡，
母亲则被一刺刀戳倒……“我母亲
跌下来了，夹着我的小弟弟还没有
放松，撑着又站起来，鬼子又戳了
两刀。我小弟弟就掉在地下哇哇
地哭。鬼子就把刺刀照我弟弟屁
股上头一挑，摔得老远的。另外三
个弟弟，分别只有四岁、六岁和八
岁，也一个个地被日本兵夺去了生
命。”

被屠戮血洗的童年让常志强
沦为孤儿，靠邻里的施舍才活下
来。后来，他将原来的“戴”姓改为

“常”。数十年里，对这段悲惨的往

事闭口不谈。
“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清明节，

别人家都忙着烧纸祭祖，我们家的
孩子就看着很稀奇。”常志强的小
女儿常晓梅说，哥哥和姐姐跟她一
样，除了“被日本鬼子杀了一家七
口人”，其他一概不知。

2014年2月，我国将每年的12
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常志强感到心里憋
着的一口气终于可以舒缓了，开始
接受媒体采访讲述亲历。常晓梅
也是那时才第一次完整地听父亲
讲述悲惨的童年。

“我真没有想到父亲的心里
这么苦。”常晓梅说，后来她认识
很多跟父亲一样的幸存者，他们
都怀着同样刻骨铭心的伤痛记
忆。

像常志强一样，当年幸存者
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

最近一两年，很多老人都陆
续走了……12月10日凌晨，最年
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走
了，享年 100岁；11月 15日，曾是
馆里年龄最大的义务讲解员佘子
清走了，享年83岁；同日，杨明贞
老人去世，享年 86 岁……目前，
登记在册、健在的幸存者人数，已
经不满100人。

历史已过去 80年，年龄最小
的幸存者也已超过 80 岁。张建
军说，如何给这些老人更好的晚
年生活？如何最大限度地抢救证
言……这些是当前纪念馆的重点
工作。

1937年，战争彻底改变了他
们的人生命运。“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口述史调查亟须走入微观，要
更多地探究这段痛史对幸存者的
人生、家族产生的影响。”南京大
屠杀史研究专家朱成山说。

“他常常跟我们说，铜版路上
有我的脚印，哭墙上有我妈妈的
名字，我有发言权。如今他去了，
佘家的后代会传承，继续把这段
历史讲给世人。”佘子清的儿子佘
琛说。

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
秘密拍下的 105 分钟画面，是那
场浩劫中唯一留存至今的动态影
像。他的孙子克里斯·马吉重走

“祖父路”，用镜头记录幸存者们
今天的生活。“祖父记录覆灭，我
描摹重生。”克里斯·马吉说，希望
能通过马吉家族照片让更多的人
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深感父亲记忆流逝的常晓
梅，常带父亲去寻找曾经记忆中
最快乐的“纪念地”，开始抓住一
切机会记录下父亲的经历。最
近，常志强最爱去的是夫子庙，他
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当战争没有
发生前，他在这里上小学。

“森森学宫气象浓，我校宅其
中。兄弟姐妹乐融融，切磋朝夕
共……”常志强偶尔会唱起这首
歌，那是夫子庙小学的老校歌。
歌声中传递是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穿越惨痛血色的历史来到今
天，人们的向往与当年的常志强
并没有什么不同。

常晓梅觉得，铭记历史，珍爱
和平，才是对像父亲一样的幸存
者最好的告慰。历史的见证者在
凋零，但正义与和平不会凋谢。

铭记历史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信念历久弥坚珍爱和平的信念历久弥坚
———南京大屠杀亲历者与他们的后人—南京大屠杀亲历者与他们的后人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上
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
式。

钟山石城腥风哀，血灌长
江赤秦淮！从80年前的1937
年 12 月 13 日开始的 6 个星
期，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
绝人寰的大屠杀，30 万同胞
惨遭屠戮，六朝古都变成地
狱！

历史并没有让施暴者嚣
张太久，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奋进的种子自斯萌发！中华
儿女以超过3500万人伤亡的
巨大代价，将日寇从中国的土
地上尽数驱除，把军国主义的
丑恶灵魂永远钉在了历史的
耻辱柱上。

80 载物换星移，人们看
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
胜利，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80 载时光流转，人们看
到，当年从尸山血海中站起来
的中国人，将振兴中华的坚定

信念化作披荆斩棘的磅礴力
量。当年与日寇周旋的山林、
城垣、地道、芦荡……成为激
励后人爱国情怀的课堂；抗日
英雄赵一曼、杨靖宇、张自忠、
狼牙山五壮士……为后世树
立起精忠报国的榜样。

80 载冬去春来，人们看
到，今天的中国，不仅具备捍
卫人民和平生活的坚强能力，
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
力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
国人民正朝着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目标阔步前进！

惨遭屠戮的悲怆、饱经离
乱的凄苦，让我们强烈地体会
到独立自由的来之不易、和平
安宁当倍加珍惜、国家强盛须
不断巩固。将心比心、推己及
人，为了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
共同向往，我们提出坚持和平
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

昭昭前事，永矢弗谖；祈
愿和平，直到永远！

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新华时评

常志强老人
讲述亲人被日军
杀害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