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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动人的故事，就是
一段美丽的乡愁。昨天，由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举办
的第五届全国都市报媒体
公益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京江晚报》与来自全国各
地的31家主流媒体共同
启动 2019 年“最美家乡
人”评选。

在今年的会议上，阿
里巴巴首次发布“最美家
乡人”大数据，盘点“家乡
人”气质特征，以数据为
支撑展现他们的“最美”
形象。

2019“最美家乡人”评选正式启动
本报与全国31家媒体齐聚西安，“最美家乡人”大数据首次发布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
镇江高专获悉，镇江高专 3 支代
表队在 2019“学创杯”全国大学
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江苏省省
赛中获得两个一等奖、1 个二等
奖。镇江高专成为江苏唯一一
所入围国赛的高职院校，一等奖
代表队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2019“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

业综合模拟大赛江苏省赛，以
《创业之星》软件作为竞赛平台，
24 所高校的 72 支代表队参加角
逐。镇江高专由曹建国、杨杰、
沈丽蓉组成的 CYS 团队和由马
寅评、王瑶、洪晟轩组成的六翼
天使团队荣获一等奖，由孙斌、
乔祚理、李泽凯组成的SUN团队
荣获二等奖。 （吴建强 古瑾）

京江晚报讯 28日上午8时
20分许，一辆由常州奔牛火车站
开来的公交车，徐徐驶入丹阳吕
城公交首末站。常州奔牛火车
站至吕城的 34 路公交线路正式
开通。

丹阳吕城镇与常州市新北
区奔牛镇接壤，两地群众来往频
繁。为满足群众出行需求，丹阳
交运局和吕城镇多次和常州交
运部门沟通、对接，最终决定将
常州 34 路公交延伸至吕城公交

首末站。
目前 34路公交线路全长 8.5

公里，沿途停靠11个站点。每日
开行 20个班次 40个车次，票价 1
元。常州奔牛火车站首班车发
车时间 6:15、末班车发车时间 18:
40，丹阳吕城镇公交首末站首班
车发车时间 6:37、末班车发车时
间19:02，后续还将根据群众出行
情况和需求，适时调整班次。

（通讯员 邵韬 记者 佘记其）

京江晚报讯 日前，第十届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
业人才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大
学闭幕。江苏科技大学捧得总决
赛优胜学校奖。

本届大赛吸引了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等1200多所高校的6万余
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江苏科技
大学获得江苏省一等奖的 36 名
学生入围全国总决赛。

江苏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在
软件类比赛中共计 20 名学生获
奖，其中 2 名同学获得全国一等
奖，10名同学获全国二等奖，7名

同学获全国三等奖，1 名同学获
全国优秀奖；电子信息学院在电
子类比赛中共计 11名学生获奖，
其中1名同学获得全国一等奖，2
名同学获得全国二等奖，3 名同
学获全国三等奖，5 名同学获得
全国优秀奖。

据了解，大赛优秀获奖选手
如果获得本校免试推研资格，将
同时获得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
16所国内知名高校的面试资格，
并优先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大赛
优秀获奖选手还获得 IBM、百度
等众多知名企业的免笔试直接面
试以及特别优秀者直接录用的绿
色通道。 （王琳 古瑾）

丹阳吕城至常州奔牛通公交车了

2019“学创杯”江苏省赛
镇江高专获两个一等奖
成江苏唯一入围国赛的高职院校

第十届“蓝桥杯”全国总决赛
江科大获3个一等奖

近日，一台电磁感应式AGV内部物流小车在恩坦华汽车零部件
（镇江）有限公司顺利投入运行。物流小车的投入使用，为恩坦华公司
实现内部物流的智能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工厂内部的整
体智能化，节约了更多人力成本。马镇丹 冯阳 关堂先 摄影报道

为了进一步扩大“最美家乡
人”活动的影响力，更广泛深入
地传递公益理念，助力媒体公
益，打造城市正能量公益品牌，
2019年，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将
继续联合包括镇江在内的全国
32家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部
分地方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最美家乡人”评选活动。
本届评选主题为“一个动

人的故事，就是一段美丽的乡
愁”，寻找和讲述体现本地人心
之美、人情之真的动人故事，突
出“情”字，展现家乡人的真心
真意和美丽乡愁。

“今年的评选，我们还是希
望能坚持眼睛向下，发掘更多
发生在老百姓之间的有情有义
的故事，让这些人的故事成为
种子，成为榜样，在社会广泛播
撒，催放出更为美丽的风景，让

每个人都成为有情有义有担当
的社会责任人，让我们的社会
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和谐大家
庭。”王崇和表示。

即日起，2019“最美家乡
人”评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您
身边饱含人情味儿的凡人善举
和暖心故事，都可以向我们爆
料。

目前，本报“最美家乡人”
征集渠道已经开通，您可以通
过《京江晚报》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告诉我们，也可以关注“天天
正能量”公众号或微博进行推
荐。

征集结束后，本报将联合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对所有候
选案例进行公开评选，获得票
数最多的 10个案例，授予地区
十大“最美家乡人”称号。

11 月中旬，本报将根据综

合评价，推荐2人（组）参与全国
评选。最终当选全国十大“最
美家乡人”，将获得奖金 10000
元。

今年，为了更好地展示家
乡，展现家乡人形象，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发起“点赞家乡”特
别活动，依托32个城市的媒体，
集结各地最美的风景和最美的
人，展示城市特色风貌。目前，

“点赞家乡”活动还在继续，扫
描二维码，动动手指，一起为家
乡点赞吧！ （记者 范海罡）

32城同时启动，寻找“最美家乡人”

在昨天的全国都市报媒体
公益研讨会现场，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首次发布“最美家乡
人”大数据，更加明晰地展现

“最美家乡人”形象，以衬托和
展现各城市的家乡气质。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
的“最美家乡人”大数据显示：
个人获奖者中，60 岁以上的获
奖者占比达到28%。

数据同时显示，获奖未成
年人的数量持续增长，“美”的
种子已经种在越来越多孩子的
心里。其中，获奖时年龄最小
的8岁。此外，“最美家乡人”中
有超过 8%的获奖者是群体，他

们抱团践行善举，不但散发更
大的光和热，也成就了一个个
温暖一方的动人故事。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
人员表示，“最美家乡人”获奖
者的特征，与天天正能量常规
评选有些不同，除了“瞬间的善
意”，“最美家乡人”获奖者更加
偏向于“长期从事某项善举”。
数据显示，获奖故事中，长期从
事和坚持某一件事的案例占比
45.3%，接近五成，四届获得全
国“最美家乡人”的40名获奖者
中，这一比例接近八成，其中不
乏持续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的善
举。

此外，退休老人、公益人、
农民及进城务工人员，是“最美
家乡人”获奖者中占比前三的
群体，这三个群体代表了“最
美”的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在家乡，让家乡因我而美
丽；走出去，我是家乡最美的代
言人。

除了公益人、医生、司机、
医护人员、警察等职业，“最美
家乡人”还覆盖理发师、草根歌
手、彩票店店主、守山人、红娘
等职业，渗透到各行各业众多
人群，影响范围超出预期。

“最美家乡人”大数据首次发布

始于 2015 年的“最美家乡
人”评选，是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奖励人数最多、传播覆盖区
域最广的品牌公益活动，今年
迎来第五年。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统计
显示，在过去四年里，这项活动
共有 44 个城市的 46 家媒体先
后参与，1210组故事获得“最美

家乡人”奖励，直接获奖人超过
3000 人，已经成为影响当地城
市面貌的闪亮名片。

2016年，本报加入“最美家
乡人”评选活动，截至目前共有
30人获得此项荣誉。

“一座城市的美来自于人
性的美，一座城市的温度来自
于人心的温度。”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公益开放平台总监王崇
和说，五年来，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着眼于小而美，着眼于普
通人的故事，评选出了 1000 多
名最美家乡人，这些普通人的
故事，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新
名片，成为许多人心中新的美
丽乡愁。

四年奖励1210人，温暖44座城市
范海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