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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主要生产各类糕粉的粮食
加工企业，凭借着对产品的严格把控，近
年来南通元冠食品原料有限公司与稻香
村、杭州利民、武汉扬子江、南通麦蒂酥
等知名糕点企业形成稳定合作关系，为
他们提供月饼、云片糕等传统食品的原
材料。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公司产销
两旺，3 条生产线全部满负荷生产，日产
能达到 30 多吨，1 至 8 月份销售额达到
1000万元。

全媒体记者 季雯雯 钱海军 缪姗
姗 徐海波 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每逢中秋，人们
就会对浩瀚夜空中神秘而美丽的月亮产
生由衷的赞美和无尽的遐想。中秋节还
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吃月饼。月饼之
于中秋节，就像是粽子之于端午节，月饼
的起源也是非常的久远，最早是作为古
代中秋拜祭月神的供品，也称“小饼”和

“月团”。真正将月饼与中秋节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的记载，那是在明朝的《西湖游
览志会》：“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
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每逢中
秋，皓月当空，阖家团聚，品饼赏月，人们
用月饼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企
盼丰收、幸福。近几年，文创月饼、各互
联网企业月饼、各大高校月饼在网络社
交圈中赚足眼球，说明月饼这个一年只
登一次舞台的明星产品开始具备文化属
性，符合年轻消费者自我表达的价值诉

求。月饼的跨界和混搭，让月饼摆脱了
“传统”和“保守”的刻板形象，让月饼向
年轻化、时尚化方向迈出了突破性的一
步。喜欢国潮，去欣赏黄鹤楼文创月饼，
可谓“入眼秋光尽是诗”；厌倦油腻，买点
上海龙华寺的素食月饼，据说是妈妈最
爱的味道；想找点乐子，不妨试试“盲盒
月饼”，购买时充满未知、打开后惊喜连
连。每逢中秋佳节，将传统文化 IP玩出
新高度的当属月饼行业。

“创新月饼”打破了传统月饼的固有
印象，通过增添多种创意设计，赋予了潮
玩元素，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使
得月饼赢得“Z世代”的青睐，在创意的加
持下，传统文化激荡出了新的活力，也被
注入了时尚、潮流等元素。这样的月饼，
自然让年轻人眼前一亮。年轻人的青睐，
又会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

不过，在创意和混搭的背后，月饼企
业要保持品质上的匠心，这样才能避免

“舍本求末”的尴尬。月饼可以创新，但不
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尤其是不能单纯将其
作为一种商品来创新，其文化价值和意义
不能在“创新”中变味。如果只是单纯为
了时尚、时髦，把月饼成了一个筐，什么馅
都敢往里装，把大众化的月饼做成贵族式
的顶尖产品，当成千奇百怪的“秀场”，变
得商业色彩浓重无比，会消耗月饼质朴的
本性，削减其原本文化意义。

中秋的月饼，国人的情怀，在尊重这

一文化核心的前提下，尝试在月饼中融入
诸多当下流行的新时尚，而如何巧妙地把
时代元素通过传统工艺传达出来，既不弃
传统，也不误创新，恰到好处，与时俱进，
还需要商家们沉下心来精研细琢。一言
以蔽之，“创新月饼”是以时代的新角度去
看中秋，以不同的元素去表达对这个节日
的新意和心意，也是以这样特别的“样子”
去书写“中秋故事”。中秋佳节，“饼”尽其
用，切莫让月饼失去它本身的内涵。

月饼创新值得鼓励 但文化内涵不能丢
□ 江 珊

我们的节日中中
秋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
文军）近日，烈士家属王必春带
着锦旗，专程赶到盐城市大丰区
草堰镇，感谢当地政府和热心人
士调查核实了他的伯父王金其
烈士的身份信息，并在草堰镇烈
士陵园为伯父树立了墓碑。

王金其烈士是我县原南坎
乡人，1940年入伍，1943年3月
在草堰镇与日寇的战斗中牺
牲。王金其牺牲 70多年来，一
直作为“无名烈士”长眠在大丰
区草堰镇。2018年，王必春意
外得到原已丢失的伯父的烈士
证书。得知伯父牺牲地后，从
2019年开始，他先后4次前往草
堰镇，想找到伯父的墓地。在
寻访过程中，王必春接触到草
堰镇退休教师王达银，王老师
退休之后搞文艺创作，认识当
地不少老人，通过王老师的帮
助，很快收集到许多与王金其
烈士有关的信息。王达银告诉
他：“我走访了草堰不少的老
人，一个是草堰小学第一任校
长宗明斋校长，他告诉我，听说

过王金其的事迹。后来又走访
了几名新四军老战士，他们告
诉我，王金其确有其人，是一名
抗日英雄。”通过这些老人的回
忆讲述，王达银了解到，王金其
是部队的一名狙击手，作战非
常英勇，在战斗中击毙过多名
日本鬼子。他牺牲后，当地富
商袁鸿羽敬佩他的英勇，还为
王金其提供了一口棺材，将他
安葬在草堰镇的一棵大柳树
下，“我向地方政府汇报，政府
很重视这个事情，决定专门拨
款，在镇烈士陵园为王金其烈士
立碑。”在对相关资料核实后，当
地政府确认了王金其烈士身份
信息，在草堰镇烈士名录中补充
了王金其烈士，并通过积极协
调，于今年上半年在草堰镇烈士
陵园为王金其立碑。盐城市大丰
区草堰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
员胡小林说：“为王金其烈士立
碑，一是告慰烈士英灵，二是安慰
烈士后人，同时也可以带动更多
人追思先烈，传承自强不息的民
族精神和爱党爱国情怀。”

我县一烈士牺牲78年后
牺牲地政府为其立碑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高保国专程来到大豫镇南坎
社区，将用自己1万多元稿酬购买的图书捐赠给家乡的农家书屋，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全媒体记者 吴文军 摄

15日上午，县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组织医护人员走进掘港街道
盐垣社区，开展以“感控时时有，科普惠健康”为主题的院感防控科普
专场活动。活动通过理论知识讲解、防护用品佩戴方法演示、回答现
场群众咨询等多种形式向社区居民普及日常感染防控、新冠疫苗接
种等相关知识。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通讯员 缪晶晶 黄梓 摄

21年的苦苦寻找，21年的深深期
盼，21 年的望眼欲穿。树高千尺，叶
落归根；血浓于水 骨肉难分。在与
亲人阔别半个多世纪之久，廉士宏终
于在“团圆行动”的助力下，在万家团
圆的中秋节前夕，与兄弟姐妹们重逢
团圆。

15日上午 10点 10分，伴随着噼噼
啪啪的鞭炮声，廉士宏与前来迎接的
亲弟弟朱新明紧紧拥抱在一起，兄弟
之间的这一抱，足足等待了半个多世
纪。58岁的廉士宏喜极而泣，不断抚
摸着弟弟的脸庞，眼神里既饱含着见
到亲人的激动，又浓缩了寻亲过往的
辛酸。“真替我丈夫高兴，压在他心底
21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旁的妻子
李明英泪眼婆娑地说。

这是一次亲人之间阔别太久的重
逢，大大小小十多人的大家庭济济一
堂，人群里，唤“弟弟”、呼“哥哥”、叫

“舅舅”，骨肉亲情，从这一刻起又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跟我们非常像，酒窝
都一样，一看就是我们朱家人。”又多
了个亲哥哥，小妹朱新华脸上笑开了
花。

廉士宏1964年出生于如东苴镇一
朱姓人家，上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
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约在
1965年 5月份，廉士宏被山东来人，以
给烈士廉士凡和廉茂增留后的名义，
在我县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抱养。十几
岁便知道自己身世的廉士宏无数次梦
回故里，然而由于养父母一时的无法
接受，他把这份对亲人的思念深深藏
在了心里。35年过去了，早已成家立
业的廉士宏对养父母孝敬有加，两位
老人对养子认了亲娘不认养母的担心
终于放下来了，主动叫他去寻找亲生
父母。

2000年 9月 1日，廉士宏放下手头
的生意，专程赶来如东，开始了长达21
年的寻亲之旅。“刚踏上这块土地时，

我既陌生又熟悉，心里有说不出的滋
味，感觉寻亲有了精神寄托。”廉士宏
说。根据知道的一些零星信息，廉士
宏判断自己可能是丰利镇、长沙镇孙
姓人家的孩子。第一次来如东寻亲的
廉士宏一下子就待了五六天，他在长
沙镇各村挨家挨户敲门询问，是否有
人家在 1965年被抱养过孩子，他联系
了如东民政、公安、报社等单位寻求帮
助，但结果都不尽人意。

21年来，廉士宏带着妻子往返如
东15次左右，只要有了一点线索、一丝
希望，他就来寻找一次。有一次，一位
来如东的山东朋友告诉廉士宏，说在
当地一个加油站看到一个人长相很像
他，怀疑这个人可能与他有血缘关
系。廉士宏听后竟连夜开车来寻找，
然而在如东整整转悠了半个月，也未
发现那个人的身影。后来，为了尽早
找到亲生父母，廉士宏开始了“地毯
式”的搜索，他拿着如东地图踏遍如东
每个镇村，将印有自己照片和身世信
息寻亲启事，一户一户地发放询问。
然而这样的寻找犹如大海捞针，在茫
茫人海中能找到的几率太过于渺茫，
一次次满载希望而来，又一次次失望
而归。

2015年，廉士宏在江阴寻亲志愿

者协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采集了
DNA进入苏州基因库进行比对。“经过
检测后，他的DNA数据就进入了基因
库。如果他的家人正在寻找他，双方
DNA血样将会马上比对成功。”协会管
理员吴霞告诉记者。今年初，公安部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团圆行
动”，廉士宏的漫漫寻亲路终于迎来
希望的曙光。7月23日，依据公安机关
排查到的相关信息，江阴寻亲志愿者
协会会同如东县宾山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来到苴镇街道九阳村，在仔细询问
和征求意见后，对周边 10多户人家进
行了DNA采样，其中就包括廉士宏的
亲二哥朱新圆。没过多久，喜讯便传
来，知道寻找到亲人的那一刻，廉士宏
热泪纵横。

“接下来几天，我们想带着哥哥去
兄弟姐妹家认认门，唠唠嗑，以后一家
人常来常往。”朱新明高兴地说。“马上
就到八月十五了，这是我人生中真正
团圆的第一个中秋节。”激动不已的廉
士宏声音微显颤抖。

唯一遗憾的是，由于分别太过长
久，廉士宏的亲生父母已和他阴阳相
隔。当天下午，廉士宏在兄弟姐妹的
陪伴下，来到亲生父母的坟前，深深一
跪间，廉士宏早已泪流满面……

山东人廉士宏21年间在如东的寻亲路走得艰辛而漫长，今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团圆
行动”，终于让他迎来希望的曙光，在中秋佳节前夕，重续与兄弟姐妹们今生未尽的缘分——

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深情相拥
□ 全媒体记者 曹建明 吴文军

你回家的路有多漫长？廉士宏
用 21年给出答案。

不知从哪一年起，廉士宏来如
东，记者也会跟随他一起寻亲，每一
次看着他辛苦寻找却又无功而返，心
里也会跟着着急和遗憾。

记者知道，像廉士宏这样失散在
外的“游子”有很多很多，他们每个人
的背后也都有着一段曲折的故事，他
们渴望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从
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哪怕只有一
线希望，他们也会认真对待，哪怕希

望成空，但寻亲的念头一直伴随着他
们。

“打断骨头连着筋。”这是老一辈
常 说 的 一 句 话 。
相信在亲情面前，
无论你身在何处，
血缘之间那种神
奇的“电波”总会
相互吸引着对方，
希望更多的“游
子 ”能 够 早 日 与
亲人团聚。

（上紧接第一版）围绕“六统一、
一规范”要求，指导各镇（区、街
道）为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提升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水平，真正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全县
政务服务整体水平。

坚持担当作为、奋发有为，
围绕解决痛点抓改革。接下
来，县行政审批局将围绕全力
服务重大项目、聚焦服务中小
产业项目、长效服务重点企业，
助力提升改革实效。常态化做
好项目上门服务和重特大项目
跟踪帮扶工作，确保对项目建

设中的难点、堵点现场会办、限
时办结、形成闭环，打造全生命
周期服务链条，真正做到“有求
必应、无事不扰”，不断提升工
作的针对性和精准性，为企业
发展保驾护航。

郁宏伟表示，县行政审批
局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跑出便民利企

“加速度”，为谱写沿海高质量
发展如东篇章更好的发挥政
务力量。
（全媒体记者 陈慧 李晨逸）

每年的 9月 16日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15日上午，如东海
关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等环保理念和口岸绿色能源液化天然气
的进口情况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网
上推送宣传信息等形式，向辖区外贸企业及群众宣传绿色环保理
念。 通讯员 周浩 全媒体记者 高玉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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