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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读者、回馈关爱

编者按
站在年末回首， 总感觉那一个个鲜
活异常的日子，就浓缩成了简单的一段。
饱含甘苦的 2017 年， 在媒体人的创新和
负重中画上了一个句号。
让环卫工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给留
守儿童送去琅琅书声、 为低收入人群圆
梦想、 让贫困学子求学之路不再彷徨
……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温暖的事情。 作
为一张有温度、有担当、有公信力、有影响
力的媒体，我们在书写着城市发展与变迁
的同时，更加用心地投身于各项公益活动
中。用媒体的责任，用有温度的心，将报纸
的“热度”传递到扬城每一个有需要的群
体手中。
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出发，2018 年，祝
愿每一个人都能迈着坚定的步伐， 我们
将继续与您一起并肩前进，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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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我们温暖扬城

这一年，扬州时报与您一同走过

回眸2017：不忘初心 携手前行温暖扬城
【关爱学子】
小乐童跑“两会”获谢书记点赞
2017年2月15日、16
日，经过精心选拔脱颖而出
的8位小乐童代表走进庄严
的2017年扬州
“
两会”的现
场，学着去聆听、提问和思
考。 孩子们在采访过程中，
见到了市委书记谢正义和
市长张爱军，他们主动迎上
去大胆采访， 并和书记、市
长合影留念。“
看到孩子们

【关怀老人】

梦想书架“点亮”儿童阅读梦

“
暖冬大行动”为市民圆梦想
今年1月16日起，本报推出了“暖冬大
行动·大家来帮忙”栏目，为困难群体解决实
际困难，特别是春节前，帮助大家圆梦。活动
推出后， 先后为贫困老太送去了液晶电视，
满足了她想看春晚的愿望，为30位环卫工人
送上了价值12万元的睡疗床垫，同时壮大了
本报
“
时时为你”志愿服务团的规模。
作为一份都市报，应该是一份接地气的
报纸，应该是一份有温度甚至让读者听到它
心跳的报纸，读者的需要和诉求，我们都会
竭尽全力去服务和解决。我们的记者和读者
心连心，这个寒冬不再寒冷，充满温暖。

一顿中秋敬老宴温暖老人心
今年中秋节前一天，本报举办一场
“
庆
国庆 迎中秋” 扬州时报老年读者联谊会，
吸引近百名老年读者朋友参与。 老人们通
过品茶、座谈、棋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相
互认识，增进彼此感情。 大家还共进午餐，
畅聊心声，提前过了个有意义的中秋节。
联谊会结束后，老人们称赞联谊会有
意义，多彩活动让老人乐不停，拉近了彼
此之间的距离。“我们这些老人难得能聚
在一起过节，聊聊天，非常好。 ”老人们对
此活动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登高祈福让老人温馨过重阳
岁岁重阳，登高远眺。 10月28日是重
阳节。 为回馈本报老年读者，丰富老年读
者生活，本报开展“尝重阳福糕、品捺山红
茶、赏康养人居、祈美好心愿”重阳登高祈
福活动，共80名老人参加。 老人们来到捺
山公园，登高远眺，享受了一顿丰盛的重
阳午宴，大家过了个温馨充实的重阳节。
扬州星火志愿者协会会长朱爱东和
他队伍里的几名志愿者也加入本报活动，
一路上和记者搀扶着老人， 送上贴心服
务。 活动得到大家的好评，有老人大发感
慨：“捺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亿万年的
石柱阅尽自然界春秋，夕阳人难忘今年重
阳节。 ”

就看到了朝气，也看到了扬
州未来的美好发展。 ”谢书
记寄语孩子们的一幕至今
仍历历在目。
小乐童跑
“
两会”活动，
只是扬州时报小乐童中心
2014年成立以来，几百场活
动中的一场。 我们为孩子们
搭建各种
“
社会课堂”，见证
他们不断成长。

“希望来吧·梦想书架”大型公益活动

【特色活动】

【特殊群体】
安康驿站关爱城市“
美容师”
每天清晨，当大部分人还在
家中熟睡的时候，环卫工人们为
了城市整洁，已早早走上街头开
始一天的劳作。为城市默默付出
的他们，同样需要我们伸出温暖
的手。

寒冬送温暖，酷夏送清凉。 本
报联合广陵区总工会、盛日融旺集
团等爱心单位，购置冰箱、微波炉
等设备，先后打造6家
“
安康驿站”，
给扬城的环卫工送去关爱，同时为
50名环卫工举办集体生日宴。

在这里， 他们有免费茶水；
在这里，他们有免费饭菜；在这
里，他们可以吃上热饭。 看着他
们竖起的大拇指和开心的笑容，
记者觉得，他们才是这个城市最
可爱、最可敬的人。

革命老兵讲故事传递红色历史
5月11日，四位古稀老兵给
本报送来一面锦旗，上书：“感谢
扬州时报，心系抗战老兵。 弘扬
民族精神，宣传英雄事迹。”这是
本报从2017年3月起策划组织
的“扬州英雄”宣讲团系列活动
中的几位老兵代表。
“希望给孩子们讲讲革命

故事，让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
这些不忘初心的老兵们， 最小
的70岁了，最大的已80岁高龄。
老人们没有因为年龄而停下脚
步， 他们一直保持着革命的本
色，朴素和担当叫人动容。
我们与老兵们一起， 走进
社区红色学堂， 举办建军90周

年纪念活动， 听老兵们铿锵有
力的《打靶归来》，被他们的激
情所感染。
孩子们听爷爷们讲述一枚
枚军功章背后的故事，被158人
传递一瓶水却没有喝的革命故
事感动落泪，远大的志向在他们
的小小身体中升腾。

卖瓜卖桃让种植户展笑颜
今年夏天，李典镇瓜农老周
求助本报， 家里有不少香瓜滞
销，田里大概还有3万斤瓜没有
销路，再不卖出去，就要烂在地
里了。
无独有偶，生态科技新城泰
安镇的果农老王也联系上本报，
他的40亩桃园5万斤“锦绣黄

桃”没有销路，每天只能眼睁睁
地看着桃子烂掉。
作为一份具有强烈社会责
任感的媒体，本报记者急果农之
所急，更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紧迫
感。 烈日炎炎之下，记者驱车几
十里路， 来到瓜田桃园现场采
访，并迅速发回报道，向社会展

开呼吁。 经过本报的报道，两位
种植户的难题很快得到解决，众
多爱心企业和市民纷纷伸出援
手， 滞销的瓜果很快销售一空。
这是读者对媒体的信任、对求助
者的大爱，这也是对记者工作的
肯定和鼓励， 鼓励我们心系读
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扬马宝宝”展示大美扬州
4月23日，东关古渡迷你赛终点赛道
边，千余名身着“扬马宝宝”红色T恤的孩
子们为跑者加油助威。 这些由扬州时报征
集组队的孩子们，他们与扬州鉴真国际半
程马拉松“同龄”，都“出生”于2006年，一
下子成为朋友圈的“
网红”。
“马拉松是挑战自我的运动。 赛道上
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比我们年龄还小的
孩子， 有坐在轮椅上参加比赛的跑者，还
有带伤跑步的人， 前进道路上有困难，但
他们都选择坚持，这就是体育精神。 ”

一封家书征集唤起亲情温情
冬日渐冷，文字温润。 在2017年末，
本报的“一封家书”活动征集了千封家书，
城市纵然喧嚣，温情脉脉依旧。
“家书抵万金”， 从书信征集活动开
始，市民踊跃参加，有几经风雨的老人、为
人父母的夫妻、天真烂漫的孩子，还有未
成家的情侣，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将对亲
人的思念和关心用笔尖传递出来。
一封家书，揉进几多牵挂，这种方式
也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强烈的感情，书信
有的简短明了，有的洋洋洒洒，字里行间
传递出的心声让人动容。
一封家书，拉近家人之间时空上的距
离和心理上的距离，传递出勤俭、善良、好
学等优良传统，温暖了这个冬天！

“
谢谢叔叔阿姨的关
爱，我长大后也会去帮助
别人，让爱心传递！ ”对
于扬州施桥镇的留守儿
童而言，7月19日这一天
比过节还开心。 当天下
午，本报携手共青团扬州
市委组织开展的“希望来
吧·梦想书架”大型公益
活动， 为31位留守儿童
送去1200本课外读物和
一堂科学探究课，收到良

高考服务大篷车

好的社会反响。
像这样的大型公益
活动，从2016年3月至今，
本报先后走进23个乡镇6
个县（市、区），共为1万名
留守贫困儿童送去各类
爱心图书1.7万余册。一场
又一场的爱心活动，既体
现一个主流媒体用“心”
走基层、真“情”暖人心的
社会责任感，也成为分享
阅读的爱心集聚平台。

“高考大篷车”服务莘莘学子
高考，让万千家庭聚
焦。 作为一张教育特色鲜
明的报纸，《扬州时报》像
一股暖流， 为高考汇集，
为高考释放。
红色很喜庆，寓意着
开门红，这是每个家长望
子成龙的期待。 今年高考
期间，本报联合招商银行
推出“时报高考大篷车”
八大活动，其中一项就是

向高考学子赠送爱心红
伞， 同时为考生提供7项
贴心服务。
这股暖流，温暖了学
子，也温暖了家长。 考生
家长不仅为本报提供的
高考服务点赞，也为本报
记者的敬业精神点赞。 这
让我们觉得骄傲和自豪。
高考路上，我们一直在您
身边。

安康驿站向环卫工送关爱

爱心助学圆寒门学子求学梦
孝顺女儿所有志愿
都填报医学类专业，她成
绩超过本科线，本可以被
本科院校录取，但因为选
择面狭窄，最终只能读专
科院校的护理专业。但这
个女孩无怨无悔， 一句
“
只为让重病的妈妈少一
点痛”让读者动容。 这是
2017 年 秋 学 期 开 学 前 ，
记者记录的温暖故事之
一。扬州时报圆梦助学办
公室行动起来了，为这个

因病致贫的家庭送去温
暖和爱心。当助学款积累
到3000元时， 孝顺女儿
杨昕主动联系记者，表示
自己的学费已经足够，希
望把爱心留给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人间的大爱以
这样的形式传递，真好。
扬州时报与一大批爱
心人士和爱心单位， 始终
在公益帮扶的路上同行，
经由时报报道、资助、帮扶
的贫困学子达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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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祈福温馨过重阳

“扬马宝宝”助威扬城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