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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山：乐于助人的老战士

严勤摄
1928 年出生的徐福山，文化程度小
学三四年级，这在当时已算是比较有文化
的人了。14 岁那年，意气风发的徐福山参
加新四军当了一名通讯员，后来还兼任过
文化教员。他所在的部队是第 3 野战军

308 支队二营四连。
徐福山随部队打过大大小小无
数次的战斗，得到过好几枚奖章。
有一场战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那是在斗龙港与国民党
部队作战。当时，敌我双方打
得十分激烈，突然，有一颗
炮弹落在徐福山和他的两
个战友身旁，瞬间爆炸。一
个战友光荣牺牲，另一个战
友受伤，徐福山的右腿也受
了 伤 ，被 转 移 到 后 方 医 院 治
疗。
进医院没几天，国民党部队又
来扫荡了，医院只好立即转移伤员。为了
躲过国民党部队的搜查，徐福山向老百
姓借了一套衣服换上，将自己的军装沉
入水沟中，然后忍着伤痛，来到地里与老
百姓一起拔草，从而巧妙地躲过了国民党
部队的搜查。
在老百姓家养了三天伤后，一心想着

部队的徐福山，不顾他们的盛情挽留，去
追寻自己的部队。徐福山走了很多路，找
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部队的踪迹，也
没有找到医院，只好回家。但沿途有很多
敌人的据点，徐福山就走沿海一带的小
路，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
一年，
徐福山才 20 岁。
至今徐福山还记得，当时部队每月会
发2斤肉钱的津贴。
他不抽烟，
也不喝酒，
常
常把省下来的钱救助当地的穷苦百姓。那
些受到资助的群众都记得徐福山，但徐福
山因为帮助过的人太多，反而记不得了。
有一天，部队里来了一个农家妇女，
她送来了 12 只鸡蛋，说要感谢一个人。问
她感谢谁，她答不出，只说那个好人曾给
了她家 10 元钱。10 元钱当时能买到 60 斤
大麦！连长想了想，立即集合全连战士，问
谁给过那个妇女 10 元钱。战友们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都纷纷摇头。徐福山一开始
没有吭声，
当连长第二次询问的时候，
他站
了出来。
那个妇女一下子认出了他，
走上前

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连声说：好人啊，
好人啊，终于找到你啦！连长带头鼓起了
掌，大声说道：
“ 向徐福山学习，向徐福山
学习！”
掌声响了好一阵。
回到家乡后的徐福山当过民兵队长，
后来又当过小队长和食堂会计。无论干什
么工作，徐福山一直都走在最前头。那些
最苦最累的活儿，他总是抢着干。谁家有
困难，他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在老百姓眼里，
徐福山是个大好人。
1950 年，徐福山去民政局评残疾，但
因过期等原因，最终没有评上。如今，徐福
山仍旧是一名普通百姓，和八十多岁的老
伴互相照顾，过着平平淡淡，与世无争的
生活。他常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活着
就是硬道理！
（黄丽娟）

水表装在路边常被压坏
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
：供水站同意迁移该区域内的两组水表
11 月 27 日，市民张先生拨打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他家水表经常被压
坏的问题。
家住南阳镇悦兴村的张先生来电反
映：他家自来水水表设置在路边上，经常
被大卡车压坏，影响他家用水。
“ 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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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市民施女士拨打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启东农商银行滨海
支行不帮市民办理一折通的问题。
家住近海镇塘芦港村的施女士来电
反映：因丈夫过世，施女士想让村委会以
后发放补贴直接打到她的账户上，村委
会让她去办一本一折通。但施女士去了
启东农商银行滨海支行后，银行告知施
女士名下已经有一张农商银行的硬卡，

11 月 26 日，市民李女士拨打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村里道路被封导致
通行不便的问题。
家住合作镇五星村的李女士来电反
映：
自从村里的土地被征用后，
红阳河东侧
一条南北方向的道路就被封了，
导致附近
村民通行不便。
李女士希望解决此问题。
合作镇接到李女士的反映后，
立即组

水表往道路里面移一点就好了”。张先生
希望相关部门能立即介入处理。
市住建局接到张先生的反映后当
即反馈给相关单位，南阳供水站工作人
员于当日下午 3 点半左右，到悦兴村进行
实地查看，并与张先生取得联系。经核

实，该路口有两只用户水表，当初安装位
置在该路口八字脚处，由于该路段经常
有重型车辆经过，导致水表被损坏。经协
商，张先生表示愿意自行开挖，自行填
土，南阳供水站便将该区域内两组水表
进行了搬移。张先生对此表示满意。

银行为何不给办一折通
启东农商银行：
启东农商银行
：
该市民已有农商银行卡即社会保障卡
不能再办一折通了，施女士认为不合理，
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以解释。
近海镇接到施女士的反映后，立即

进行了核实。经了解，村委会并没有让施
女士另外办卡，村委会工作人员告知她
社会保障卡去农商银行激活后，复印一

份交至村委会即可。银行解释，已有农商
银行的卡即社会保障卡，施女士对此表
示理解和满意。

道路被封导致通行不便

较强冷空气抵启

最低气温降至 2℃
本报讯 上周在“腾云驾雾”的天气中度过，给
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不过这样的雾霾天气，
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冷空气已于 3 日正式抵达，
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逐渐消散。未来三天江苏全
省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本周五开始，预计全省最
低气温将下降到 4℃以下，此次冷空气过程将有可
能达到寒潮级别！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寒保暖。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天气形势发生
明显变化，有两次冷空气影响过程，特别是 6~7 日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市过程降温 6～8℃左右并
伴有 5～7 级偏北大风。8~9 日我市最低气温在 2~
3℃左右。本预报时段的平均气温在 10℃左右，
（历
史同期平均气温 7.3℃）。最高气温在 18℃左右；最
低气温在 2℃左右。
今起三天具体天气情况：12 月 6 日，阴有中
雨，气温：10～12℃：12 月 7 日，阴转多云，气温：
4～7℃：12 月 8 日，阴有小雨，
气温：
2～5℃。
（狄佳佳 王辉）

村民家中连遭不幸
镇村乡邻八方相助
本报讯 日前，东海镇锦绣村 3 组村民张裕平
遭遇不幸，全身大面积烧伤，医疗费用巨大。锦绣
村村委会得知这一情况后，
全力进行帮扶。
11 月 27 日，张裕平在弹被絮时，因电机故障，
引起大火，全身大面积烧伤，被送往南通大学附属
医院进行救治，医疗费用高昂。这一变故让这个原
本经济拮据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张裕平的妻子
金连琴，头部烧伤，因经济问题，放弃治疗。儿子近
期因肾病手术，刚出院不久，身上的引流管还未拔
除。儿媳妇也因病刚出院，无法工作。周边邻居得
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向村干部反映情况，主动
要求捐款，帮忙照看张裕平家里的禽畜，并劝说金
连琴尽快就医。
锦绣村党总支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组织村干
部、党员代表开展捐款，
发动村民、爱心人士一起捐
款献爱心，并得到了东海镇党委政府的支持。截至
目前，
已募得善款 26000多元。（朱俊俊 毛春燕）

避让来车猛打方向
大卡车驶入路基下

合作镇：
合作镇
：两年前已实施改道施工
两年前已实施改道施工，
，村民可正常出行
织相关工作人员到实地查看。经查看，此
路段为五星村金合旅游项目地段，
为了便

于施工，对部分路段进行了封路，但考虑
到村民的出行，
合作镇在前两年就在该处

向东 200 米处进行了改道施工，
村民可以
正常出行，
李女士对此表示理解和满意。

我市一彩民喜获“超级大
超级大乐透
乐透”
”一等奖一注

10 元中了 894 万元
本报讯 12 月 3 日晚，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 18142 期 开 奖 ，位 于 汇 龙 镇 华 山 路 的
06632 站点传来喜讯，一位彩民喜中 1 注一
等奖，
获得奖金 8947164 元。
开出大奖的体彩站点位于汇龙镇华山
路银河浴室旁，站点老板说，因为这个站点
人流往来频繁，自己完全想不起来中奖的是
老彩民还是新彩民。自从 2013 年站点开设
后两三万的小奖经常有，但是一等奖还是第
一次遇到。
据了解，本次体彩大乐透第 18142 期中

便民信息

奖 号 码 前 区 为 19、24、28、29、34，后 区 为
10、11，全国共开出 5 注头奖，每注 8947164
元。那位彩民花了 10 元买了 5 张彩票，结果
中了注头奖。市教育局体育产业科有关人士
介绍，这也是启东体彩史上首次有彩民获得
大奖。自体彩大乐透改版以来，其奖池资金
屡屡攀升，不断刷新我国彩市大盘玩法奖池
资金纪录，吸引了众多彩民的关注。这次彩
民中得大奖，一方面是我市彩民运气爆棚，
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市购买体彩大乐透的人
群在不断扩大。
（王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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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启事

本报讯 每当天还没亮时，一些驾驶员会因为
工作等原因早早地开车出发，由于凌晨路上车少
往往容易超速行驶，加上视线不佳，车祸便时有发
生。12 月 4 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新港中队便接到
了一起案发凌晨的报警。
12 月 4 日凌晨 4 点多，一辆号牌为“沪 F06**
挂”的大型卡车沿苏 356 沿江公路由西向东行驶，
当行至北新线路口时，一辆由北向南的车辆突然
出现在驾驶员张某的视线中，由于避让不及，张某
只得急刹车，同时下意识地猛打方向盘，车辆失控
驶入至路基下。
新港中队民警赶到现场，帮助张某联系救援
车辆，上午，卡车被拖上路面。所幸的是，车上并无
人员伤亡，事故造成该路口红绿灯线路损坏。
（朱雨杭 倪忠辉）

▲ 王 青 青 、王 早 早（ 身 份 证 号 码 分 别 为 ：
320681198608105823、320681198902105824）遗 失 启
东市城建中被拆迁户安置房选房、交款约定协议一份，房
源位置：克明村区域 8 号楼 209 室。声明作废。
▲启东市敬老院综合管理中心遗失江苏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一份，号码：00129940。声明作废。

热烈祝贺3206006632站点喜中
体彩大乐透一等奖奖金894万元
启东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双色球10亿派奖 欢乐盛典15周年
胆拖复式有惊喜 大奖小奖一起派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关于严格落实气瓶
固定充装制度的通告
为加强气瓶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有效遏制各
类气瓶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江
苏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
《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
程》等法律法规要求，现就严格落实气瓶固定充
装制度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严格落实气瓶固定充装制度，气瓶充装
单位拥有气瓶产权，负责气瓶建档登记，并对气
瓶的检验和维护全面负责，对燃气用户安全使用
气瓶进行指导，提供服务，建立以气瓶充装单位
为责任主体的气瓶安全监管模式。
二、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充装本单位自有并且
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严格按照《气瓶安全技术
监察规程》的规定进行充装。
三、燃气用户同气瓶充装单位签订协议，由
气瓶充装单位提供气瓶盛装燃气，气瓶充装单位
不得收取气瓶折旧、检验费用。燃气用户可以在
与气瓶充装单位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根据使用年
限和情况,以适当的方式将自有气瓶的产权转移

至气瓶充装单位。
四、本通告自即日起施行。
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附：全市液化石油气瓶充装单位名单及咨询
订气电话：
启东市机关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
83680777
启东市万众液化气有限公司：83680777
启东市利民燃气有限公司：83680777
南通鲲鹏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83680777
南通华骏气体有限公司：
83680777
启东市丰达民用燃料厂：
83680777
启东市金辉新型燃料有限公司：
83680777
启东市惠民液化气有限公司：
83680777
启东市吕港液化气有限公司：
83415621
启东市聚南液化气有限公司：
83932398
启东市江申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83871283
安全提示：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请直接拨打上
述电话办理相关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