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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再见，，20182018；；你好你好，，20192019！！

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微信图文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微信图文
本报记者 小汤

2018年过去了，作为
丹阳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这
一年，丹阳日报微信公众号
记录了太多。上一期丹阳
网事，我们为大家盘点了令
人印象深刻的网络谣言与
辟谣，这一期，我们一起回
顾一年来令人难以忘怀的
那些热点事件，正是这一颗
颗记忆的珍珠，串成了丹阳
的2018年。

2018年，我们得到过，也失去过，欢笑过，也流泪过。浓缩
在微信图文中的一年，是如此精彩。面向2019年，丹阳日报微
信初心不变，敬请期待！

在很多家庭中，孩子都是最受重
视的成员，他们代表了未来和希望。
所以当孩子受到伤害的事件被报道
时，人们的关注度非常高。《丹阳月嫂
暴力“照顾”新生儿，父母心碎》这条图
文的原文获得了91751次点击和6393
次分享，相关视频也被播放了两万余
次，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是 2018 年度
丹阳日报微信最受关注的图文之一。
这个事件在丹阳人甚至是全部中文网
媒的读者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
印，人们希望月嫂等服务人员能减轻

育儿的艰辛，但行业的监管和从业人
员的素质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条和孩子有关的图文引起
了更深的思考，标题是《走近丹阳窑
厂，想不到这里的孩子生活是这样
的》。这条微信脱胎于本报《影像故
事》，在窑厂学习和生活的孩子们并不
抱怨条件艰苦，在记者的镜头中，他们
的面孔是如此生动，又是如此催人泪
下。无论孩子们身处何方，他们的安
全和成长，我们都很在意。

孩子的安全备受关注

无论是待在家里还是需要出
门，哪怕只是朋友见面寒暄，天气都
是我们关心的事情。2018年最让丹
阳人记忆深刻的天气就是年初和年
末的雪天。2018 年 1 月 4 日，《暴雪

已至，这些画面温暖整个丹阳城》这
条微信一经发布就得到热烈反响，在
人们尽情享受雪地乐趣的同时，丹阳
街头出现了很多官方和非官方的志愿
除雪队，在遇到行动不便的人时路人
们也纷纷主动上前帮助……天气无
情，人间有爱。这场暴雪里，丹阳人
展露的是心底的责任感与善良。

除了雪花，台风也在过去的一
年频频造访，从“安比”到“云雀”，从

“风王山竹”到“潭美”再到“最冷台
风康妮”，虽然丹阳不在直面台风的
沿海“第一线”，但我们对台风的关
注却丝毫不减。幸运的是，2018 年

整年的台风都没有给丹阳造成严重
的损失，丹阳人民还接收到了台风
捎来的“副产品”——变幻莫测的美
丽云霞。

每一次极端天气发生前，丹阳
日报微信总是竭尽所能地为大家带
去第一时间的预报和警示。高关注
度总是伴随着一些争议，天气瞬息
万变，读者们经常在互动留言区感
谢我们的即时播报，也常常调侃微
信小编播报的天气“跑偏了”。为读
者和粉丝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宗旨，
未来，小编们也将尽最大的努力为
大家提供最新最快的天气新闻。

天气是永恒的话题

盘点2018 年整年的微信图文，
从六月份一直到年底，教育是整个
下半年当仁不让的全民热点。2018
年高考前夕，实行“综合评价录取”
的高校开始招生，丹阳各小学也开

始了新生入学报名，“提前出发”的
考生和连夜排队的家长们为高考预
热了一把。2018 年 6 月 9 日高考结
束当天，我们发布了题为《一声铃
响，考完了！鲜花泪水拥抱，这一
刻，听听他们的心声》的图文，记录
下了考生和家长们的激动时刻。紧
随其后，2018 年江苏高考数学卷的
难度“C位出道”制造了一轮讨论高
潮。随着中考结束、高考放榜，消息
一波接一波。先是江苏分数线发
布，接着丹阳8位学子进入清华北大
自主招生、博雅、领军名单，2018年8
月 1 日，更是传来了丹中 12 名学子

被清北录取刷新历史的消息。
2018年9月，我市严厉整顿校外

培训机构成为热点话题。《丹阳 5家
培训机构被责令停止经营》《这是一
场“风暴”！本周我市继续严查校外
培训机构》等图文连续刷屏。十二
月，一位陪孩子学习同时自学考出
教师资格证的“励志妈妈”刷屏朋友
圈，《厉害了！丹阳妈妈为辅导女儿
自考教师资格证》这条图文被全国
各大主流媒体转载，《这位妈妈火
了！全国网民为她点赞》这条图文
则是她成为“网红”的见证。随后，
这位妈妈还发表了“陪娃笔记”。

教育仍是全民热点

这是探索的一年，这一年，是 68
岁的丹阳人林通华迈入摄影的第六
个年头，从国内到国外，她用脚步丈
量世界，用相机记录岁月；2018 年 9
月 21日，90岁的季老太终于坐了一
次飞机，完成了自己多年的“飞机
梦”；对她们来说，年龄不是极限的同
义词。这是重逢的一年，这一年，汶
川地震后收到鼓励邮包的绵阳女孩
李立琪 18 岁，她通过网络找到了寄

信的丹阳人潘嘉伟，十年的时光，隔
着万水千山的两个陌生人又被联结
起来。这是成就的一年，这一年，港
珠澳大桥工程总监、丹阳人程志虎博
士因为在港珠澳大桥工程项目上的
杰出表现，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云阳体校女子摔跤
运动员赵秦在克罗地亚斩获一枚银
牌，成为世界亚军。对他们来说，辛
苦耕耘，终有成就。

这些事也值得一提

2018年，一位年轻的丹阳
女孩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她就
是《令人痛心！横塘槽罐车刮
倒电动车女孩被卷车底》这篇
图文的主人公。正值青春年
华，她的遭遇让很多人同情，众
筹发起后 9 小时就筹集到 100
万元。随后，记者赴江苏省人
民医院进行探访，2018 年 6 月
10日的微信图文《车祸女孩冷
晨艳现状如何？记者南京医院
现场报道》得到了 52296 次点
击。2018年 7月 11日，她在经
历了几次大手术以后状态好
转，通过视频向大家传递了感
谢和坚定生活下去的决心。

同样感受到大家善意的还
有 16岁的殷思琪，因年幼时患
有结核病，她的正常发育受到
影响，左腿已近瘫痪；5 岁时，
她被妈妈送回爷爷家，爸爸也
从此音信全无。爱心人士为祖
孙俩筹集了 10万元手术经费，
但经检查，手术风险太大，她不
得不放弃治疗。经济并不宽裕
的祖孙俩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
的决定：退还所有善款。

酷暑时街头出现的给露天
工作者提供冷饮的免费爱心冰
箱，两元钱就给老人理发的理
发店，起落杆损坏挡路就一直
用手扛住的“女壮士”，发生火
灾时奋不顾身救人的医护人员
和路人，遇人落水时毫不犹豫
跳河救人的小伙和退伍军人，
不远万里去援疆的医疗队，捐
肾救子的父亲，羊水破了救护
车赶不过来时出现的警车……
这一年，是你们，让丹阳充满融
融暖意。

这些瞬间温暖了
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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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晨艳向大家问好冷晨艳向大家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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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厂的孩子们窑厂的孩子们

高考后合影的家长和考生高考后合影的家长和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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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孙国武 丁斌）过了腊八就
是年。1 月 13 日，是农历的腊
月初八，也是农俗上的腊八
节。昨天，丹阳海会寺施送腊
八粥，各地市民纷纷前往免费
共享。

昨日中午，海会寺大厅内
人山人海，记者看到，志愿者和
居士正在一起为市民施送腊八
粥，很多市民吃完之后，还主动
加入了洗刷碗筷、打扫卫生的
行列。市民们吃到的腊八粥，
是经过几十个人好几天的辛苦
准备才熬制出来的。

据了解，此次的腊八粥是

由龙庆禅寺及皇塘白龙寺熬
制，腊月初三，记者赶到龙庆禅
寺时，厨房里热气腾腾，几名大
师傅站在锅台边上，正挥动着
手中的大铲子，不停地搅动锅
里熬制的腊八粥，防止粘锅
底。正在熬制腊八粥的一位师
傅告诉记者，他们从腊月初一
就开始准备食材熬粥。十几口
大锅，几十名居士、义工 24 小
时不间断地熬粥，腊八粥的食
材达33种，包括红枣、莲子、核
桃、杏仁、桂圆、红豆、黑米等，
保证了海会寺腊八粥的口
味。

海会寺礼相法师告诉记

者，他们一共准备了 5000余份
腊八粥。腊月初一到初六，义
工们已经提前给 25 家城乡敬
老院、福利院及贫困家庭送去
了腊八粥。

海会寺大厅内，一位正在
喝腊八粥的黄女士告诉记者，
她的女儿就是其中一名志愿
者。“前几天，女儿下班之后就
去帮着准备食材，熬粥，现在她
还在忙碌着，这碗腊八粥，吃着
真香。”黄女士告诉记者，腊八
节吃腊八粥的习俗由来已久，
古时的“腊”是祭祀的意思，这
种祭祀，表达了古代人的朴素、
善良，“一年到头，能丰衣足食，
应该感恩，于是就选择腊月初
八这一天，煮上—锅腊八粥，借
以祭奠神灵，庆祝丰收，预祝来
年的更大丰收。”

黄女士在喝腊八粥的时
候，她的女儿小朱正在大厅内
忙碌着。小朱告诉记者，海会
寺施送腊八粥今年是第三年，
因为腊八节来海会寺喝腊八粥
的市民很多，所以海会寺特地
邀请了如意慈善公益服务团、
海会寺义工团共 200多名爱心
人士一起帮忙分发腊八粥。

腊八至，情意浓，暖胃暖身更暖心!

图片新闻

本报曾多次报道过的轮椅女孩邵苏阳，前段时间因双脚
烫伤无人照顾导致严重感染，目前在镇江江滨医院治疗。近
日，市妇联、云阳街道妇联和云阳街道汤甲村妇联工作人员
一同前往江滨医院，将省妇代会代表及市妇联捐赠的5200元
送到了邵苏阳手中，鼓励她积极配合治疗，并祝她早日康复。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汤秋芳 贾剑 摄）

在腊八这个传统的节日里，我市各地纷纷开展了慰问老
人、记住乡愁、重温传统等活动。昨日，延陵镇眭巷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专门烧了几百份腊八粥分发给全村的两百多
位老人，并预祝他们过一个温暖的春节。飘香的腊八粥里溢
满浓浓的温情，温暖了每个人的心。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眭竹军 摄）

传习新思想传习新思想
弘扬弘扬新风尚新风尚

———新时代—新时代文明实践在行动文明实践在行动

图为义工将腊八粥送到市特殊教育学校。

爱心餐馆免费提供腊八粥，环卫工人乐开颜——

“今天的腊八粥吃得真暖心！”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丁芳） 按照民间习俗，
腊八节当天都要喝上一碗热乎
乎的腊八粥。1 月 13 日中午，
尽管室外寒风飕飕，但位于城
河路吕叔湘中学旁的定大发私
房餐馆内却是欢声笑语，洋溢
着热闹、温馨的气氛。原来，
为感谢环卫工人为城市的整洁
付出的辛勤劳动，餐馆老板束
璀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腊八
粥。

当天上午 11 时许，定大
发私房餐馆一楼大厅内，刚刚
结束一上午保洁工作的 20 余

位环卫工人，将餐馆一楼坐得
满满当当。大家一边喝腊八
粥，一边品尝其他美味菜肴，
热闹的场面像过年一样。餐馆
老板束璀站在一旁一边服务，
一边还不时地说：“大家辛苦
了，多吃点，一定要吃饱、吃
好！”

“忙活了一上午，来到餐
馆不仅能歇歇脚，还能喝上香
喷喷的腊八粥，我们都觉得心
里特暖和。”62岁的环卫工人
徐竹荣乐呵呵地说道，因为凌
晨4点就要起来工作，实在没
时间熬制腊八粥，“真想不

到，定大发私房餐馆的老板让
我们喝上了这么美味的腊八
粥，真是太感谢了！”

环卫处西城区分公司负责
人告诉记者，随着文明城市创
建后环境卫生的提升，环卫工
人的劳动也得到越来越多市民
的认可和尊重，越来越多的爱
心商家都向他们伸出了关爱之
手。“今天是腊八，可是部分
环卫工人为了工作实在抽不出
时间烧腊八粥，定大发私房餐
馆老板让他们在一起吃上热腾
腾的腊八粥过节，非常感谢她
的这份爱心。”该负责人说道。

“环卫工人非常辛苦，一
年到头不但没有休息日，而且
风雨无阻，即使再恶劣的天
气，他们也是一大早就来到马
路上保洁、清运垃圾。今天，
我给他们提供免费的腊八粥，
只是尽了一份微薄之力，希望
他们能在寒冬里感受到温
暖。”定大发私房餐馆老板束
璀表示，以后，她会坚持力所
能及地做一些关爱弱势群体和
回报社会的事情。

记者 王国禹 摄
图为环卫工人正在定大发私房餐馆内盛腊八粥。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记者 李潇 摄

海会寺5000余份腊八粥施送全城

本院将对车牌号为苏LXH791雪佛兰牌小型轿车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车牌号为苏LXH791雪佛兰牌小型轿车。起拍价：
119754元。

二、拍卖时间：2019 年 1 月 31 日 10 时至 2019 年 2 月 1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9年 2月 13日 10时至 2019
年2月1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首次拍
卖成交，将不再进行第二次拍卖。

三、咨询展示时间：2019年 1月 24日至 2019年 1月 30日止（节假
日休息）接受咨询。咨询电话0511-86703073。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