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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夜放花千树”“沸地笙歌赛神

社”“桂花香馅裹胡桃”，元宵节将至，古人

闹元宵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元宵节的说法起源于隋朝，又称上元

节、灯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宵是夜的

意思，正月十五则是第一个月圆之夜。

元宵节，神州大地都有赏灯会、放爆

竹和吃汤圆的习俗。关于赏灯会和放爆

竹习俗有个传说，古人打凶禽猛兽时误杀

迷路到人间的神鸟，天帝下令天兵在正月

十五这天把人间的人畜财物全部烧掉。

天帝女儿心地善良，告知人间，正月十四、

十五和十六要张灯结彩，点燃爆竹、烟

火。天帝往下一看，人间一片火海，响声

震天，以为真的烧光了。

吃汤圆说法更为精彩，汉武帝时一个

名叫“元宵”的宫女因思念家人，想跳井自

杀。东方朔为解她相思之苦，用占卜的方

式向民间散布：正月十六火神君将对人间

进行火焚身，火神君最爱吃汤圆，正月十

五晚要家家做汤圆，出门挂灯、游街和放

鞭炮烟火，以瞒过火神君。最后，出宫的

宫女终于和家人见了面。

原来，我们每年赏灯会、放爆竹和吃

汤圆的习俗里，都蕴涵着心地善良、家人

团聚和国泰民安的意味。本着初心，吃着

香甜的元宵，看着鱼龙欢舞，听着鞭炮声

声，又是另一种滋味。

各地元宵节的

风俗各不相同，

如 ：炸 麻 串 、放

（哨）烧火等，

这里面还有

企盼丰收和

不畏强暴的

由来呢。

记得小时候，正月十五前，父亲在竹

杆上裹上一层稻草，扎成 12 节，每节里

放一个鞭炮代表 12个月。母亲在元宵节

晚上点燃稻草，让我拿着在自家田头边

跑边念着祝福丰收的话。松软的麦田

边，如水的月光下，游动的灯火，不时的

鞭炮声，小伙伴们玩得不亦乐乎，老家称

之为“炸麻串”。

明朝中期以后，“倭寇”经常到南通沿

海等地抢劫。有一年正月半，倭寇突然骑

马来袭，人们用柴

草扎成火把，里

面放入鞭炮示

警，并从四

面 八 方 赶

来，繁星一

般的火把里

发出“噼里

啪啦”的响声，马匹受惊，倭寇摔伤，取得

重大胜利。因此，南通等地元宵节还有

“放（哨）烧火”的习俗。

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里的诗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描写了元宵

节情人约会的场景。还记得儿子小时候

的正月十五，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

月，小儿在前面一摇一摆拉着生肖灯，爱

人拉着我的手徜徉在璀璨灯火里。情侣

们的欢歌笑语、不远处的烟火齐鸣，新时

代，诗人当年“泪湿春衫袖”的情形已荡

然无存。

元宵节是中国众多节日之一，既有国

泰民安和家人团聚的传说，又有不畏强暴

和企盼丰收的意味，作为中华儿女应该为

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博大精深的中华习俗

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坚守文化自

信，实现伟大复兴！ （王存林）

七律·兔年祥瑞
（新韵）

年逢癸卯寓吉祥，后虎前龙拥二王。

虎气雄雄驱晦疫，龙威凛凛保安康。

金乌暖地山河艳，玉兔巡天社稷昌。

鞭炮声中桃木易，好天好地好时光。

七绝·兔龟赛跑新说
（平水韵）

龟兔赛跑寓意鲜，书传口说又逢年。

憨龟得隙抢先步，灵兔醒来跃上前！

竹枝·辞虎迎兔
（词林正韵）
回闻猛虎啸苍穹，

前瞻吉免振蟾宫。

（唐仕楼）

话说元宵

海安恒正骨科医院
诊疗科目：骨科、内科、外科、妇科、康复医

学科、中医科、康复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麻

醉科、检验科、放射科等

地址：海安市城东镇高庄路98号
联系电话：81805219 81805281

南通春雨物业管理集团公司、南通春雨保安服务公司、

南通春雨人力资源公司因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收，50
岁以内，男女不限，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相貌端正，政

治品质好的合同制保安员、物管从业、企业员工，待遇面议。

公司地址：海安市长江东路 17 号（海安市人社局对

面），联系电话：15371929088，17368650555。

招
聘

海安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系市属国有企业、省二级保安服务公司、江苏省保安协会理事单

位、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单位，公司下设海安市海陵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海安市海保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海安海保智能安防工程有限公司、海安市风和商贸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门卫守护、武装押运、技术防范、汽车检测、劳务派遣、金库托管、现金清分等业务。

因业务部人防大队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常年招收：驻行政事业、企业、金融单位保安，监控等岗位

保安员。

另：子公司招电工、网络智能维护人员二名 地址：江海东路12号 报名电话：18962788589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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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交易 至诚服务

备注：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授权发布，详情请登录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nantong.gov.cn，具体信息以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的信息为准。
咨询电话：工程建设项目：0513-81819563; 政府采购项目：0513-81819585 监督电话：0513-81819509、0513-81819515

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采购信息公告

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标信息公告

海安市农批、农贸市场商品价格信息
计量单位：元/500g

说明：以上商品为2023年2月2日中准价格，仅供参考。 海安市发改委成本监审科提供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海安市凤向阳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20621MJ70805838，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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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状态新作为
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走在前列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承担着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今年召

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

扣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扎实做好宣传思

想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

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打开时间的卷轴，海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踏着新时代的

节拍，奋起追梦，奏响时代强音。一年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聚焦全市战略性举措、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

果，广泛宣传、立体呈现，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提振信心士

气，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煌。全市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守正创新，主动承担责任使命，

为中国式现代化海安新实践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紧紧围绕迎接、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以愈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同心

唱响时代奋进凯歌，汇聚起海安人民团结奋斗、勇毅前行的磅

礴力量。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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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海伦 蔡诚 顾爱东 姜明） 2月 2
日，我市召开建设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动员暨

“产业焕新 空间再造”工作部署会议，动员全市上下以“开

年就奔跑、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建

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海安新实践注入强劲动能。市委书记于立忠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亚曦、市政协主席李春旺、

市委副书记张浩，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杨善彤等市四套班

子负责人出席会议。

于立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县域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全市上下必须深刻认识到建

设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是构建县域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关键抓手，是做大经济总量的必须之策，是突破发

展瓶颈的必然选择，要始终坚定信心决心，进一步凝聚起

建设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高度共识，加快构建

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县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做大总

量、持续做优质量，积极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工程，更大力度

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

于立忠说，海安建设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

总体目标概括来说就是：做大制造业规模总量、提升制造

业发展质量，致力打造规模总量大、产业结构优、创新能力

强、质量效益好、集约水平高、发展模式新、融合程度深的

先进制造业发展高地，努力成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示范样板。

于立忠表示，围绕上述目标，海安将突出重点，在三个

方面精准发力，通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工业经济总量规模

实现倍增，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明显增强，科技创新活力

不断迸发，“5123”大企业领航工程圆满收官。即：注重

“点”的培育，突出大企业培育、创新型企业培育、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和上市挂牌企业培育，加快培育一支实力强大、

结构合理的企业梯队；注重“链”的打造，认真研究产业图

谱，围绕10条优势产业链和10条培育产业链发展新格局，

不断强化链式招商，持续做大产业集群，做强园区载体平

台，持续增强产业链竞争力；注重“网”的编织，提供有力人

才支撑，加强金融服务保障，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持续优化

产业发展生态，引导全市上下以更大格局、更高站位、更强

合力推动“产业焕新 空间再造”取得新成效，将建设全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画卷”。

于立忠强调，企业是海安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企业家是海安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要强化企业主体

作用，进一步夯实建设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坚

实根基。要全力支持企业敢干敢闯，积极落实各类助企惠

企政策，搭建更多平台助力企业走出去，用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强化要

素保障，更大力度为企业保驾护航、争取红利；全力培养企

业能干会干，引导企业突出高端化发展，突出智能化发展，

突出绿色化发展，抓住风口加快创新转型，合理调整发展

布局，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全力助推企业干成干好，充分发

挥协会商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深入企业一线搭建常

态化政企沟通平台，及时收集反馈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加

快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努力培育张謇式企业家群

体，更好深耕实业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担当，构建更加

有力的工作推进机制，建立更加精准的要素保障机制，强

化更加科学的督查考核机制，打造宽领域融入苏南的示范

样板，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发力，以“力量之聚”成就

“制造之业”。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严长江主持会议。副市长夏卫

军对“产业焕新 空间再造”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高新区、曲塘镇、李堡镇、南莫镇、鹏飞集团、铁锚科

技、亚威变压器、通海线业、奥普机械、繁华应材、江海集

团、东部家具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市领导夏鹏飞、杨春红、王巧荣、卢林、张勇华、钱旭

东、卢忠平、储开泉、张忠宏、陈兴俊、周小军、张飒、丁兴

育、李如生、陈锦璜、张羽翼、钱义华及市人民法院院长秦

昌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琪斌参加会议。

“产业焕新 空间再造”

我市吹响建设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冲锋号

聚力高质量
奋进新征程

2月2日，市委书记于立忠在建设全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动员暨“产业焕新 空间再

造”工作部署会上向全市发出号召：“做大制造

业规模总量、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致力打造先

进制造业发展高地，努力成为全省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示范样板。”

打造示范区并非好高骛远，而是正当其

时。近年来，我市坚持“工业立市、产业强市”，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双轮驱动，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高分通过全国首批创

新型县（市）验收，成为苏中苏北唯一获评全省

首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地区的县级

城市。我市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逐年上

升趋势，由 2020 年的 42.58%上升到 2022 年的

44.93%，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越来越大、

拉动效应越来越明显。然而当前，我市资源约

束日益趋紧，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经济增长

压力不断加大，倒逼着推动制造业加快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产业焕新，空间再造，建设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成为我市突破发展瓶颈的

必然选择。

锚定目标，让“产业焕新，空间再造”成为建

设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有力抓手。

通过加速推动产业焕新、资源重整，用好用足政

策，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新空间、新活力，突破

有限的资源总量约束，推动制造业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下紧转2版】

市政协走访委员企业
本报讯（记者 徐蓓） 2月 2日，市政协主席、

党组书记李春旺率队走访委员企业，向市政协委员

致以新春美好祝愿，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市委

常委、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张勇华，市政协副主席

丁兴育、李如生、陈锦璜、张羽翼、钱义华，市政协党

组成员、秘书长景凯参加活动。

李春旺一行来到海安网，与企业负责人进行座

谈交流，了解企业运营情况。他指出，公司负责人

作为政协委员，积极履行职责，立足自身岗位，参与

政协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要树立正确的

价值取向，当好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桥梁。要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弘扬正能量。要通过网络广泛了解民

意、收集民意，开展“云协商”。要开展多重经营，创

造社会价值。要积极参与协商议事活动，围绕党政

工作要事、民生改善实事、社会治理难事建言献策。

江苏万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自主

设计、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李春旺一行查看了企业最新产品，详细了解了企

业核心优势、合作商家、2023年发展目标等情况。

他说，创新和研发是企业长远、持续发展的不竭动

力。要持续深入加大研发力度，不断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

李春旺一行还来到南通金亿达门业有限公司、

南通中尧机电有限公司、西隆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兴宇铝业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和下一步

计划。他表示，市政协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

政协委员企业发展，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共识，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为海安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政协

智慧力量。

本报讯（记者 曹京郊 李仁霞 姜明） 2月 2日，

我市召开 2023年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座谈会，总结去

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安排今年工作任务。市委

书记于立忠，市委副书记张浩，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卢林，副市长周平参加会议。

于立忠指出，过去的一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紧紧围绕迎接党的二

十大、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谋划推

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踔厉奋发担使命，勇毅前行开

新局，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汇聚起全市百万人

民团结奋斗、勇争一流的磅礴力量，书写了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新华章。

于立忠强调，新的一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突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主线，围绕用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根

本任务，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捍卫“两个确立”，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锁定“南通争第一、全省走

在前、全国有影响”目标定位，全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新发展，巩固壮大全市上下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

基础，不断提升海安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为在新征程

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海安新实践提供坚强思想保

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于立忠强调，做好今年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意义

重大。要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思想精神实质，深刻

领悟丰富内涵，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强大动力。要持续推进江苏省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海安市实践调

研基地建设。要加大文化产品供给力度，健全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公共数字文化阵地，推进优

秀文艺成果全民共享，全面展现海安多元多样的文化

形象。要深入推动“文化强市”建设，聚力精品生产，

建立文艺精品创作资源库，深化“中国文学之乡”建

设，推动文化产业事业双提升。要深入挖掘文化资

源，叫响海安城市名片、提升城市标识度、讲好海安故

事，以文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展形象，抓好外

宣工作，紧紧围绕打造上海卫星县城，从文化宣传等

维度做好宽领域融入苏南、深层次接轨上海这篇文

章。要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开展一系列

活动，积极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

建优建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为宣传思想文化干部

健康成长搭建平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

思想文化队伍的智慧力量。要繁荣发展文旅产业，营

造氛围，不断提升文旅推介活动宣传成效，推动文化

与经济的融合发展。

会上，宣传部、文广旅局、融媒体中心、史志工委、

文联汇报了 2022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及 2023年度工作

计划。公安局、城管局围绕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2023年工作思路作了交流发言。

于立忠在2023年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奋力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