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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文亮相央视《面对面》
爱琴海救援后袁更觉得国家安定强盛是多么重要
本报记者

张伟

张学法

9 月 13 日晚袁中央电视台叶面对面曳栏目以题为叶中国货船
在爱琴海的紧急救援曳袁 播出了对中国华洋海事中心有限公司
OCEANANG 号散货船船员的连线采访袁时长 24 分钟遥
通过船只在俄罗斯 Kavkz 港(卡夫卡兹港)锚地停留时的国
际漫游信号袁中央电视台叶面对面曳栏目记者王宁袁对船长张辉尧
大副徐锦文尧 三副李克飞等主要参与救援的船员进行了连线采
访袁请他们详细介绍了搜救国际难民的经过遥 其中袁徐锦文为我
县海河镇人遥

姻

救援时深感安定不易

姻

野中国浴 我们是中国人浴 冶

姻

视频见证儿子上小学

野叶面对面曳的报道很详细袁我们看到了遥 冶徐锦文接受
记者连线采访时说袁现在回忆起来袁愈加感受到祖国的安
定强盛是多么重要遥
8 月 25 日袁希腊东南部哈尔基岛附近爱琴海海域袁一
艘难民船即将沉没袁灾难面前不分种族和国籍袁中国货船
挺身而出遥 当天袁包括 OCEANANG 号散货船在内袁一共
有 5 艘货船参与救援遥 根据安排袁其他参与救援的船只主
要在远处救援袁中国货船则在沉船附近实施搜救遥
天黑之后袁涌浪比较大袁危险增多袁但没有船员退缩遥

此次救援行动袁 希腊海岸警卫队和 5 艘货船共救起
96 名落水人员袁其中 OCEANANG 号散货船成功救起 41
人袁营救落水人员数量最多袁彰显了中国力量遥
野你们来自哪里钥 冶一名获救者忍不住用英文向徐锦
文喊道遥 野中国浴 我们是中国人浴 冶徐锦文自豪地用英文回
应遥 9 月 15 日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袁电话那头袁徐锦文重
复这句回答时袁语调仍然激昂遥 救人之后袁船员拍摄的画

叶面对面曳栏目报道称袁37 岁的徐锦文袁从 21 岁大学
毕业开始登上远洋货轮袁 他的航海经历已经有 10 多年袁
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遥
徐锦文介绍院野大儿子今年 7 岁尧小儿子刚 3 岁遥 疫情
期间为保障安全袁 我已在船上待了 8 个多月没回家见孩
子了浴 对儿子袁一直觉得亏欠袁没能在身边陪伴他们的成
长浴 冶
8 月 31 日袁徐锦文的大儿子第一天上小学袁儿子通过

母船上袁 现场指挥徐锦文一直密切关注着救生艇的救援
情况遥 当李克飞的救生艇装满了人袁准备返回母船时袁徐
锦文带领的救助艇又赶到袁剩余 13 人分成两批被救助艇
救出遥 至当日晚上 8 点多袁徐锦文他们将附近所有落水人
员救起袁总计 41 人遥
回母船时袁徐锦文向获救人员询问基本信息袁得知多
为伊朗尧索马里及叙利亚人袁皆是偷渡者或难民遥
野妈妈袁我在这遥 冶在安置遇险人员的餐厅内袁一名男
童带着哭腔的喊声袁引起了船员的注意遥 人群中袁一位失

魂落魄的妇女袁听到声音后愣了一下袁猛然冲过来抱住男
童袁潸然泪下遥 这感人的一幕袁让绝处逢生的获救者们眼
眶都红了遥
这名男童正是被徐锦文带队的救助艇救起袁5 岁左
右袁十分瘦弱袁获救后一言不发袁直到在人群中发现自己
的母亲袁才哇哇大哭起来遥 徐锦文说袁看到这一幕分外感
动袁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袁他想到自己的儿子了袁野看到
他们国家动乱袁有人跑出来袁就越发感受到祖国的安定不
易遥 冶

面在网络走红袁视频里袁获救者一声声野感谢你们浴 冶野我爱
中国浴 冶在爱琴海上不断回响遥 有人称中国船员是英雄袁点
赞他们野见义勇为尧大国风度尧人道主义冶遥 也有家人在船
员的朋友圈下回复院野为你骄傲为你自豪袁 但更为你担
心遥 冶
8 月 25 日 晚 上 袁 将 获 救 人 员 成 功 转 移 后 袁
OCEANANG 号散货船恢复了正常航行遥 救援只是插曲袁

航船重新回到疫情开始以来的封闭隔离状态遥 新冠疫情
发生后袁各国政府对出入境和飞机航班进行限制袁船员无
法正常换班袁很多中国船员超期服务袁坚守工作岗位袁保
障着世界各地基础物资的海上运输遥
现在袁OCEANANG 号散货船已经完成了俄罗斯港
口的装货袁正行驶在新的航程上袁20 多天后将抵达孟加拉
吉大港遥

微信视频跟徐锦文分享了这个消息遥
央视记者王宁院 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
刻。
徐锦文院是，人生的起步吧。
央视记者王宁院你跟他说话了吗，能够经常跟他在视
频当中见面吗？
徐锦文院有，只要有机会就要跟他视频，平时没办法
陪伴在他身边，只能通过视频，就是跟他聊聊天吧。

央视记者王宁院他知道爸爸在做什么吗？
徐锦文院知道，知道，好听的叫海员，不好听的叫跑船
的。
徐锦文的这句玩笑话暴露了海员这份工作的职业特
点袁常年海上漂泊遥 野爸爸袁你做的究竟是什么工作钥 冶之
前袁每当儿子问起袁徐锦文都在野海员冶和野跑船的冶这两者
之间犹豫不决遥 爱琴海救援结束后袁儿子跟他说:野爸爸袁我
在电视上看到你了袁我为你骄傲浴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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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为群众测量血压遥

启动仪式现场遥

今年 9 月 20 日是全国第 18 个野公民道德宣传日冶遥 9 月 18 日上午袁野德润射阳 助力
创文冶野公民道德宣传日冶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太阳城步行街广场启动遥 活动旨在持
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袁不断拓展野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座有爱的小城冶射阳
品牌内涵袁促进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遥
吴炘恒 摄

法治巡演走进新潮村
9 月 17 日早上八点整袁由县法治宣传办公室主办的野美好
生活 法典相伴冶法治巡演进万家准时在新潮村村部广场开演遥
镇司法所全体人员尧 新潮村的村组干部及数百名群众一起参加
观看袁演员们精湛的演技袁常常博得台下热烈的掌声遥
小品叶妈妈的私房钱曳袁内容贴近生活袁教育意义深刻袁很多
群众被感人肺腑的情节打动袁眼含泪水曰扫黑除恶文艺节目叶我
要报警曳的表演野接地气冶袁赢得群众共鸣袁让扫黑除恶更进一步
深入民心袁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参与度尧知晓率不断提升曰叶民
法典宣传曳节目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法律知识袁引
导农民群众学法尧用法袁做懂法尧守法的野明白人冶遥
这次巡演非常成功遥演员们的精彩演出袁受到了广大观众的
尊重和好评曰 新潮村人的文明素质也得到了全体演职人员的高
度赞扬遥

刘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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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袁硕果累累遥 一年一度的
农民丰收节马上就到了袁今年袁我县作
为 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省五个
重点活动举办地之一袁重点突出作为世
界自然遗产黄海湿地核心区的生态底
蕴袁以及作为野苏菊冶主产区的菊韵特
色袁同时体现冲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信心和决心遥
那么袁今年的农民丰收节会举办哪
些既有趣好玩袁 又强农惠农的活动呢钥
现在让我们一睹为快浴
渊一冤野醉美菊海庆丰收冶开幕式
时间院9 月 22 日下午 2:58
地点院鹤乡菊海园区
渊二冤野携手小康路尧共奔现代化冶村
企联建交流暨脱贫攻坚成果展示活动
时间院9 月 22 日上午 9:00
地点院鹤乡菊海园区
渊三冤野鹤乡优品展冶农产品展示及
产品推介会
时间院9 月 22 日 -10 月 8 日
地点院鹤乡菊海园区
渊四冤野悦读鹤乡冶射阳县农民读书
节
时间院9 月 24 日下午 3:00
地点院合德镇政府四楼礼堂
渊五冤野墨香流韵冶书美摄暨手工艺
品展览活动
时间院9 月 22 日上午 9:00
地点院主场馆要射阳县全民健身中
心
分场馆要鹤乡菊海园区
渊六冤野畅跑田园尧逐梦鹤乡冶短程健
康跑
时间院9 月 22 日上午 8:00
地点院鹤乡菊海园区
渊七冤野品牌创意大比拼冶创意农业
和品牌包装设计技能大赛
时间院9 月 22 日上午 10:30
地点院鹤乡菊海园区
渊八冤野百舸争流千帆竞冶农业农村
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征文评选活动
时间院9 月 8 日 -9 月 22 日
渊九冤野网聚青力量尧助农促销费冶农产品青年电商评选
暨射阳县农产品直播中心启动仪式
时间院9 月 22 日下午 5:18
地点院鹤乡菊海园区直播中心

“摘眼镜”并非人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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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职人员和群众签名承诺做文明射阳人遥

揖温馨提示铱

科学防范流行性感冒
请主动接种流感疫苗
今年袁新冠肺炎让全人类陷入恐慌中袁给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遥 但目前袁危害程度丝毫不逊
于新冠肺炎的流行性感冒袁却没能引起大家的足够重
视遥 在这里袁要提醒大家的是袁今冬明春可能要面临流
行性感冒和新冠肺炎的双重威胁遥
流行性感冒袁简称流感袁是由甲尧乙尧丙型流感病
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遥 起病较急袁畏寒尧寒战尧
高热袁体温可达 39～40℃袁伴头痛尧全身肌肉关节酸
痛尧极度乏力尧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袁常有咽喉痛尧干
咳袁可有鼻塞尧流涕等遥 如无并发症袁多于发病 3～4 天
后症状好转袁但咳嗽尧体力恢复常需 1～2 周遥
专家指出袁人群对流感普遍容易感染袁极易造成
暴发流行遥 非高风险人群渊如青壮年冤得患流感后可以
在 7 天内自愈渊咳嗽可能会持续 14 天或更久冤遥 但高
风险人群渊如老人尧儿童尧孕妇等冤袁因体质较差尧免疫
力较低袁很容易感染流感袁且症状较重袁或引起其他并
发症袁甚至带来生命危险遥
鉴于今冬明春面临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双重威
胁的风险袁如何有效预防袁避免危险因素叠加袁给我们
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袁除了落实少出门尧戴口
罩尧勤洗手尧常通风等防控措施外袁最有效的办法还是
接种疫苗袁这也是防控传染病的主导措施遥
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注意事项有哪些呢钥
1尧流感疫苗接种对象院建议所有≥6 月龄渊出生后
满 180 天冤的人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袁除非有禁忌
症的人员遥 其中优先推荐接种对象院渊1冤6 月龄～5 岁
的儿童曰渊2冤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曰渊3冤特定慢性病患者院

即心血管疾病 渊单纯高血压除外冤尧 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尧肝肾功能不全尧血液病尧神经系统疾病尧神经肌肉
功能障碍尧代谢性疾病渊包括糖尿病冤等慢性病患者袁
患有免疫抑制疾病或免疫功能低下者曰渊4冤医务人员曰
渊5冤6 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养老院等机构的看
护人员曰渊6冤孕妇或准备在流感季节怀孕的女性遥
2尧接种流感疫苗禁忌症院渊1冤对疫苗中所含任何
成分渊包括辅料尧甲醛尧裂解剂及抗生素冤过敏者曰渊2冤
患伴或不伴发热症状的轻中度急性疾病者袁建议症状
消退后再接种遥
3尧流感疫苗接种时间院在每年的 9 月或 10 月接种
流感疫苗比较好袁 建议尽早接种遥 当然在 10 月份以
后袁无论多迟袁只要还有疫苗供应袁仍然推荐接种遥
4尧流感疫苗接种程序院渊1冤6 月龄～3 周岁儿童院首
次接种应接种 2 剂袁间隔≥4 周渊28 天冤曰如上个流感季
或之前接种过一剂或以上流感疫苗的儿童袁 接种 1
剂曰之后每年 1 剂遥 渊2冤＞3 周岁儿童及成人院每年接种
1 剂遥 具体免疫程序以各疫苗使用说明书为准遥
5尧接种流感疫苗通常 2～4 周后袁可以产生具有
保护水平的抗体遥
6尧 流感疫苗的保护效力一般可持续 6～8 个月袁
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遥 所以流感疫苗建议每
年都接种遥
7尧所有流感季节里袁都有多种流感病毒株流行袁
感染过一种病毒株袁 不会产生对其他病毒株的免疫
力遥 所以在本流感季节里得过流感袁仍需接种流感疫
苗遥

杨家祺

因为一些学校和专业对学生的视力有要求袁所以高考
结束后尧新生入学前袁以及参军入伍时袁到医院咨询激光
近视手术的市民较平常增多明显遥 不过专家提醒袁激光近
视手术并非人人都适合遥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袁开展近视手术前袁需要做二十几
项术前检查袁还需要经过医生的术前检查袁如果患者已明
确有圆锥角膜尧白内障尧角膜炎等这些眼科疾病袁是肯定不
能进行近视手术的遥
县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薛红权介绍院野做准分子激光手
术一般需要年满十八周岁以上袁 屈光度稳定两年以上袁每
年的验光差异度不超过五十度袁近视一百到一千度袁远视
散光在六百度以下都可以做袁术前要停戴隐形眼镜,一般
的软镜要停戴一周袁硬镜要停戴三周袁耶OK 镜爷要停戴三
个月以上遥 冶
如果做过近视矫正手术后袁 眼角膜变得相对比较薄,
受到外伤后容易破裂,手术后半年至一年内可能会引发干
眼症,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遥
薛红权主任提醒院野虽然已经做了准分子激光手术了,
但是如果说眼睛疲劳的话,还有可能引起近视的度数的上
涨,特别是高度近视的人上涨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所以手术
后要注意休息眼睛袁特别是术后早期袁不要吃辛辣刺激的
东西袁不要在过亮尧过暗的光线下读书写字袁保护视力一
定要少玩手机电脑袁不要让眼睛太疲劳遥 长时间看近处的
东西袁也要适时往远处看袁调节眼部袁让睫状肌松弛袁休息
一下遥 冶
此外袁医生还提醒不管是手术前还是术后袁合理用眼袁
预防近视都是非常重要的遥每天 2 小时尧每周 10 小时以上
的户外活动袁可以让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降低 10%以上遥

警民联手救助灰鹭
9 月 15 日袁盘湾派出所民警徐辉接到居民报警院在自
家附近发现一只野怪鸟冶袁不知如何处理遥 接警后袁徐辉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袁 经了解袁 居民家里养了几只大白鹅和走地
鸡袁在家禽中袁可以明显看出一只野外来户冶袁该鸟通体灰色
羽毛尧鸟喙呈修长状遥
野它可能把鸡鸭当成同类袁便跟着一起归圈了遥 冶徐辉猜
测遥 随后徐辉现场用手机搜索查询袁通过该鸟的外貌特征初
步估计其为国家保护动物野灰鹭冶袁便立即联系森林警察前
来确认并进行移交工作遥
森林警察确认该鸟为国家保护动物灰鹭遥 在喂食过程
中发现这只灰鹭的翅膀受伤袁导致其飞不起来袁于是联系救
助站给予救治遥
野近年来袁当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袁灰鹭可能在飞行过
程中选择在此栖息不慎受伤遥 冶森林警察表示袁灰鹭治愈后
再观察数日袁择期放归自然遥
射阳警方提醒院如果发现不明身份的野生动物袁不要贸
然捡养袁避免受伤袁应当及时联系动物救助部门或者报警求
助遥 近年来袁森林公安加大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和违法
案件打击力度袁广大市民千万小心野好心办坏事冶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袁非法猎
捕尧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尧濒危野生动物的袁或者非法
收购尧运输尧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尧濒危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袁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袁并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袁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袁并处罚金曰情节特别
严重的袁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袁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遥 违
反狩猎法规袁在禁猎区尧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尧方法
进行狩猎袁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袁情节严重的袁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尧拘役尧管制或者罚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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