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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曹燕妮 马安
兵 徐良观）日前，市残联与
联通公司联手，为南沈灶
镇听力残疾人免费安装小
沃无障碍通话助手软件，
并向他们每人赠送 100 元
话费，还送上一份毛巾、牙
膏等小礼品。

这款通话助手软件借
助AI科技，可以帮助听力

残疾人在微信中完成接打
电话，而且这种软件具有
声音文字及时转换功能，
通话内容还可以回看。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
对一用纸笔与听力残疾朋
友交流，讲解并演示使用
方法。据悉，此次爱心活
动惠及该镇 208 名听力残
疾人。

市残联携手企业为南沈灶镇

残疾人发放爱心礼包

本报讯（张德凤 刘甜）
连日来，江苏有线东台分
公司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践行“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开展了一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进一步提高员工的思
想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

3月14日，在团市委和
公司党委的组织带领下，
公司青年党员和团员参加

“传承黄海林工精神——唯
有植树志常在”为主题的
植树活动。活动现场，大
家身穿林工服，一路追寻
一代代林场青年激情燃烧
的奋斗历程，重走林工路，
重温“艰苦奋斗、科学求
真、守正创新、绿色发展”
的林工精神，增强了青年
同志对参与环境保护、建
设美好家园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3月20日，城区广电站
员工对五保、低保等弱势
群体进行走访慰问，向他
们宣传为民办实事项目，

免费安装数字电视，并提
供及时优质的服务，把党
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的
心坎上。

3月30日，唐洋镇广电
站员工带着生活用品走访
慰问敬老院的孤寡老人，
帮老人打扫房间，还给他
们的房间免费安装了4K超
高清机顶盒，不仅改善了
环境，还提高了他们的生
活品质。

公司基层党支部和团
支部的志愿者们还积极参
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每周六到包保单位望
海社区开展服务轮值活
动。他们身穿“江苏有线”
标志的红色马甲，对包干
区域主要干道、街边小巷
及小区楼院进行地毯式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清理卫
生死角、规范非机动车摆
放、发放文明城市宣传手
册等，营造良好的环境，共
建和谐美好的文明家园。

江苏有线东台分公司点亮

志愿星火共建美好家园

本报讯(顾晓燕 缪雪
丽 夏素红) 4月4日上午，
头灶镇建设村六组百岁老
党员、退伍军人吕日章家
中，鞭炮齐鸣、热闹非凡。
市老龄委和头灶镇相关负
责同志来到老人家中，送上
寿匾、蛋糕和慰问金，并祝
老人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吕 日 章 出 生 于 1922
年，1947 年 9 月加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部队6年，
他参加了 5次大战役和数

十次小规模战斗，先后荣
立二等功两次、四等功四
次。

前来为其祝寿的一行
人向吕日章本人及其子女
了解生活起居、健康状况
和日常照料等情况。老人
精神矍铄、谈吐清楚、思维
清晰，不但连连夸赞自己
的晚辈孝顺，还说自己身
体 好 得 很 ，能 到 田 里 锄
草。一席话听得众人哈哈
大笑。

老兵吕日章喜过百岁生日

记者 丁然 刘进涛 文/图

“1941年 1月 17日，我随粟师
长离开了盐城，移往东台。这时已
确知国民党李长江部已投敌。军
部委托粟裕为总指挥，率一、二、三
旅进行讨伐……”在我市三仓烈士
陵园新四军一师纪念馆，展柜里有
一本珍贵的《战地日记》。日记的
主人是时为参谋处测绘员的秦叔
瑾。日记详尽记载了新四军一师
在东台成立前后的情况。一页页
泛黄纸张上，工整的字迹、精致的
手绘作战地图，仿佛把人们带回到
抗日战争那段艰苦岁月……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
盐城重建军部，粟裕任第一师师长
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率部驻三仓吴
家桥，前后近四年时间。粟裕将军
曾在《苏中抗日斗争》一书中写道：

“三仓作为苏中抗战的中心区，有
以三仓镇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各约
15公里的沙荒滩涂地带，不便于敌
人活动，却有利于我们回旋，还可
以成为我们向海上发展的依托。”

新四军一师进入三仓地区后，
日伪军认为是巨大威胁。1941年
秋冬相继七次发起进攻，妄图攻占
三仓，消灭新四军一师主力。粟裕
提出“誓死保卫三仓”的口号，率领

部队浴血奋战，七次粉碎日伪军进
攻，保卫了三仓，取得苏中抗战史
上的辉煌胜利。“每一次战斗都称
得上惊心动魄。”三仓烈士陵园管
理处顾问顾平激动地说，“三仓保
卫战七战七捷，使敌人始终无法在
三仓站住脚。”

粟裕将军晚年谈到苏中抗日斗
争的经验曾说：“要写苏中抗日斗
争，我就要写‘要点争夺战’。没有
要点争夺战，就没有苏中抗日民主
根据地。”而苏中区的要点争夺战，
首先集中在三仓和丰利地区。三
仓保卫战的胜利彪炳史册，激发了
抗日斗志，实现了粟裕在苏中建立

根据地的建“家”战略构想，对苏中
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粟裕将军逝世后，部分骨灰被
安葬在三仓烈士陵园。正对着粟
裕同志墓碑，有一座纪念亭，是为
了纪念三仓七次保卫战、纪念粟裕
将军而建的。顾平介绍，当年原准
备建“粟裕将军亭”，在征求粟裕夫
人楚青同志意见时，她说：“你们不
要宣传粟裕个人，要多宣传新四
军。三仓七次保卫战是全军游击
战成功的典范。”相关部门遵照楚
青同志的意见，建成这座“三仓保
卫战纪念亭”，以供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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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邹洪喜 刘煜 文/图

在市中医院国医堂，江苏省
名中医、主任中医师汪荫华每周
二、周四在门诊坐诊。她医技精
湛、服务优质，很多病人慕名而
来，日工作时间有时长达12小时
以上。

“ 最 近 身 体 状 况 都 挺 好 的
吧？腹部有没有坠胀感？”汪荫华
温柔地询问。泰州的陈女士生理
期不固定、不舒服多年，找到汪荫
华通过穴位针刺及中药内服调理
后，有了显著效果，便立即推荐在
墨尔本莫纳什大学求学的女儿来
治疗。在现场，通过耳压治疗，女
儿奚颖娴脸色顿时红润不少，精
神状态也好了许多，亲身感受到

中医魅力的小奚兴奋地告诉记
者：“年轻人也该信任中医、喜欢
中医，从中受益。”

患者的交口称赞都缘于汪荫
华的好学博识、勤于思考、富于创
新。汪荫华的助手黄颖师从汪荫
华十年有余，她介绍:“中医自古
不分科，中医师须广收博纳，以

‘持有’应‘万变’。”汪荫华除了擅
长中医内科、妇科外，还注重学以
致用，运用“内病外治”理论治疗
急症、疑难病症。指导患者口服
中药的同时配合使用耳压、刺络、

敷贴、按摩、刮痧等疗法，提高慢
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腹泻、慢性肝
病、慢性咽喉炎等病症的临床疗
效，小儿厌食、急性腹泻、卡他性
阑尾炎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正在接受诊疗的许阿姨来自
南沈灶镇，已经是汪荫华的老病
患了，她患有严重的肺部绿脓杆
菌感染，经常高烧、寒战、咳嗽，每
年都要住院八九趟。经过汪荫华
的处方治疗，症状逐渐有了好转，
住院的次数也有所减少。“中医
呢，就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得出
结论，在病基的指导下才能拟方，
气滞就要益气，瘀血就要化瘀，脾
肾两虚就要补脾肾，再选择定什
么方、用什么药。所谓望闻问切、
四诊合成。”汪荫华潜心医道、谦
虚谨慎，认真看病、清白做人。求

医者众多，她几乎每次坐诊都不
会按时下班。节假日或休息的时
候，如果有登门求医者，她也随到
随诊，常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对
待每位患者，都如亲人一般。

“为医最贵爱心、诚心、良心，
而忌私心、偏心、贪心。”这是汪荫
华从医52载的医者初心。她始终
坚持以中医、中药为主诊治疾病，
同时注重对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
的学习和掌握，用以弥补中医诊
疗手段的不足。忙碌工作之余，
她还将临床验案总结成《汪荫华
传承经验荟萃》，以西医为中医所
用，促中医发扬光大，更好地继承
和发展中医事业，加速中医事业
的现代化发展，将中医先贤的智
慧结晶传承下去，惠及众人。

汪荫华：杏林五十芳华 仁爱传承万里

记者 刘进涛
通讯员 武桂成 刘欣萍

4 月 1日上午，在时堰
镇老干部党总支、退协分
会召开的“我看建党百年
新成就畅谈会”上，该镇82
岁的退休老干部杨经年将
他花费 100 多个小时精心
绣成的毛主席画像赠送给
会议主办方，作为一个耄
耋老人对建党百年的特别
礼物，感动着参会的全体
同志。

杨经年1940年出生于
时堰镇六烈村一普通的农
民家庭。在他八岁时，父
母不幸染病不治，从此，
年幼的杨经年随爷爷奶奶
生活。沐浴在党的阳光
下，杨经年发奋读书，政
府发给他助学金，让他完
成了初中学业，并以优异
的成绩考取了东台师范学
校。毕业后分别在六烈小
学、后港中学和时堰镇文
教 办 公 室 任 总 务 工 作 。
2000年退休后一个偶然的

机会，他接触到手工十字
绣，被它精致典雅的外观
深深吸引。随后，他开始
认真研究、揣摩、创作……
10年间，他创作出了40多
幅作品。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
杨经年决定绣一幅毛主席
的画像，以表示对他的纪
念。今年春节后，他特意
外出选购优质的材料，开
始进行创作，一针一线寄
托着一个退休老人对人民
领袖的崇敬之情。他每天
工作 5 个多小时，历时 20
多天，一幅高 80 厘米、宽
70厘米的毛主席画像终于
制作成功，精湛的手法、逼
真的神态引来众多观者的
啧啧称赞。4月 1日，时堰
镇老干部党总支、退协分
会举行庆祝建党百年座谈
活动，杨经年决定将自己
心爱的作品捐赠出去，让
更多的人缅怀伟大领袖毛
主席的丰功伟绩，激励更
多人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再作新贡献。

八旬老人100多小时

绣出毛主席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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