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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 13 日上
午在南京隆重举行 2020年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
长陈希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
场 举 行 。 现 场 国 旗 下 半 旗 。
3000 余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
花，默然肃立。10时整，公祭仪
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全城
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
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
军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
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
16 名礼兵将 8 个花圈敬献于公
祭台上。

之后，陈希发表讲话。他表
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
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
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
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
先烈和民族英雄，缅怀同中国人
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生

命的国际战士和国际友人，宣示
中国人民铭记历史、不忘过去，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庄严立
场，表达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崇高愿望。

陈希指出，历史的苦难不能
忘记，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息。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今日
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目标，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得到解
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
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即将开启，这是我们对
所有牺牲先烈和死难同胞的最
好告慰。站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将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
状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着
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
历史伟业！

陈希讲话后，83名南京市青

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
社 会 各 界 代 表 撞 响“ 和 平 大
钟”。伴随着 3 声深沉的钟声，
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
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对世界
和平的向往坚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沈跃跃主持公祭仪式，国务委员
王勇、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和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
主任苗华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
老同志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
部门和东部战区、江苏省、南京
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
士代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
难同胞亲属代表，国内相关主题
纪念（博物）馆、有关高校和智库
专家、宗教界代表，驻宁部队官
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表等
参加公祭仪式。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决定，以立法形式将 12 月 13 日
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 据新华社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下午，近
百名镇江市苏颂研究会会员和
文史爱好者相聚五卅演讲厅，举
行“苏颂千年诞辰纪念大会”活
动，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就苏颂生
平事迹、家族在镇史迹，以及后
代在镇生活踪迹等方面进行研
讨交流，缅怀历史名人，分享苏
颂科技文化精神。

今年是北宋丞相、科学家苏
颂诞辰 1000 周年，苏颂是镇江
引以为豪的历史文化名人，苏颂
文化遗产也是镇江历史文化名
城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
大会上，《京江晚报》副总编辑、
苏颂研究会会员邱隆洪作《苏颂
在镇江史迹钩沉》讲座，将苏颂
及其子孙在镇江留下的史迹作
简要概述；原镇江古城考古所所
长、镇江博物馆研究员刘建国作

《谈苏颂宅及其左邻右舍——兼
及同城而居的一代精英》讲座，
为大家介绍了北宋时期，苏颂故
宅周边的历史文化名人。随后，
研究会会员和文史爱好者进行
互动交流。

近年来，我市传承发扬苏颂
文化氛围浓厚，特别是 2018年 9
月，镇江市苏颂研究会成立，以
挖掘研究苏颂科技文化成果，推
动苏颂文化研究及学术交流，弘
扬科技创新精神，以及为社会各
界提供苏颂文化咨询服务为宗
旨。吸引了一批文史爱好者和
专家学者对苏颂在科技、教育、
文学诗歌，以及苏颂生平事迹、
故居、墓葬等方面进行考察研
究。两年多来，先后组织了 20
多次座谈访谈、户外寻访考察等
活动。出版了两期《苏颂研究》，

收集会员和我市文史爱好者创
作的有关苏颂研究考证文章近
40篇。

会上同时进行了苏颂研究
会副会长李德柱新著《北宋苏氏
演义》的签名赠书活动。《北宋苏
氏演义》体裁为章回体，李德柱
从 2018 年开始筹划该书，收集
了大量的资料，历时两年创作近
35万字。小说以北宋同安三苏
一脉七代为主线，以苏颂、苏轼
为主配角，再现了全球最早的文
官主政、高薪养廉、贫困保障、四
雅文化。

苏颂研究会会长黄胜国介
绍，研究会下一步将着手收集整
理苏颂研究的文史资料库，挖掘
研究苏颂科技文化成果，进行苏
颂文史文化资料资源的分享与
普及。 （马彦如）

我市传承发扬苏颂文化氛围浓厚
“苏颂千年诞辰纪念大会”活动举行

京江晚报讯 12 月 11 日上
午，全省第十二届见义勇为英雄
模范表彰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
对 2017年 5月 1日至 2020年 4月
30 日期间全省涌现出来的 60 名
见义勇为先进典型进行表彰。我
市市民陈德龙、张维萍分别被省
政府授予“江苏省见义勇为英雄”
和“江苏省见义勇为模范”称号。

2017年11月8日清晨5时许，
72岁的扬中市三茅街道指南村16
组村民组长陈德龙到长江里收渔
网，就在他解锚撑船往江中心去之
时，发现撑杆不仅触不到底，还听
到了由远及近的“咔咔”声。

“不好，好像是坍江了。”随后，
陈德龙拼命撑船向岸边靠拢。经过
40多分钟努力，陈德龙终于死里
逃生上岸。上岸后，陈德龙第一时
间报警并呼喊村民撤离，为附近村
民安全撤离赢得了宝贵时间。

后经专业部门测量，此次坍
塌的江堤长 240米，纵深 150米，

数十栋民房沉入江中。正是因为
陈德龙的义举，让坍江处的75户
300 多名村民全部安全撤离，未
造成一人伤亡。

今年 3月 26日，连续的低温
阴雨天气使古运河水位暴涨。上
午11时许，市排水管理处管线养
护组 56 岁的市排水管理处返聘
女工张维萍冒雨赶到运河路黎明
河闸，准备开闸排涝。

“我当时看到在距离闸口十
米开外的石头上站着一个四十多
岁的中年男子。”谈及事发时情形，
张维萍记忆深刻。“等我打开闸门，
走出工作间，那人已经不见了。”

意识到男子可能遇险，张维
萍很快来到岸边。果不其然，在湍
急的河流中，距岸边十米多远的地
方，有两只手在水面摆动。张维萍
顾不上到工作间取救生装备，连雨
衣都来不及脱掉，径直跳入湍急冰
冷的河水，奋力朝男子游去，最终
将男子救了上来。（范海罡 薛腾）

我市两位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受省级表彰

京江晚报讯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的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快
镇江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12
日-13日，江苏证监局党委书记、
局长鲁颂宾率队来我市调研。市
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巩海滨陪
同调研。

鲁颂宾一行先后走访调研了
恒顺醋业、天工集团、鱼跃医疗等
上市、拟上市企业，并专题召开了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座谈会”。
鲁颂宾表示，今年 10 月份，

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坚
持存量与增量并重，优化上市公

司结构和发展环境，推动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上市公司作为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
军，正逐步发挥“头雁效应”。

巩海滨指出，上市公司数量
的多少，凸显了区域经济的活跃
程度。《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的出台为上
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环境。我市上市公司要提高治理
水平，聚焦主业，借力资本市场做
优做强，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同时，他也希望我市与
江苏证监局进一步深化合作，切
实增强上市公司发展合力。

（郑菡 王凯 吴辉）

江苏证监局来我市调研
并召开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座谈会

京江晚报讯 昨晚，第一届
全国技能大赛在广州落幕，镇江
选手在此次大赛中收获一金一银
一铜的佳绩。

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是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规格
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的全国
性、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大赛，共
设 86 个比赛项目，包括 63 个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
项目，23个国赛精选项目。

经过层层选拔，我市有 10名
选手代表江苏参加8个竞赛项目
的比赛。经过 3 天的激烈比拼，
我市选手取得优异成绩，体育运
动指导（健身）、新能源汽车智能
化技术、3D数字游戏艺术 3个项
目分别获得金、银、铜牌，5 个项
目取得优胜奖（园艺、精细木工第
四名），4个世赛项目选手入选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

来自尤尼克体育科技（镇江）

有限公司的徐寅在社会体育指导
（健身）项目比赛中，顽强拼搏，发
挥稳定，展现了全面的综合实力，
最终夺得金牌。来自江苏省交通
技师学院的吴飞、刘爱志在新能
源汽车智能化技术项目喜获银
牌，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曹
婧摘得 3D数字游戏艺术项目的
铜牌。

徐寅从 2016年开始参加省、
全国的各种健身教练技能比赛。
2019 年他先在江苏省体育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上夺冠，随后夺得
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
赛健身运动指导项目的第一名。
2020年，徐寅在前不久举行的第
五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上勇夺江
苏技能状元。在本届全国技能大
赛上，他顶住压力，经过体能比
拼、动作教学、知识竞答等6个竞
赛模块的比赛，最终不负众望成
功夺金。（汤翔 庄晨 沈春来）

首届全国技能大赛
镇江选手夺一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
2020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日前，京口区总
工会在京口路社区举
行“情系困难职工 圆
梦微心愿”活动。京
口区总工会党支部成
员为社区 10 位困难
居民送上了电磁炉、
电饭煲、羽绒服等生
活用品，帮他们圆了
一份小小的微心愿。
王呈 胡蕊 景纪轩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