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疝气，常见
的是腹股沟疝，在站立
走路过久、咳嗽时腹股
沟部有包块出现，平卧
休息或用手按压可消
失，以后包块会越来越
大，腹部坠胀、疼痛加
剧。甚至可引起腹膜
炎、肠梗阻，危害严重。

袁实初御疝膏贴
结 合 现 代 生 物 科 技 ，
又 传 承 经 典 古 法 工
艺 ，对 药 用 原 料 要 求
更高，九蒸九晒，经几
十道复杂工序才能完
成 ，丰 富 的 经 验 火 候
和对熬制环境的严苛
要求成就了御疝膏贴
的 高 品 质 ，现 已 获 得

国 家 发 明 专 利（专 利
号 201710411097.9）。

袁实初御疝膏贴
用于小肠疝气、腹内
疝、腹外疝、脐疝、腹壁
疝、腹股沟疝的老人、
妇女及儿童患者。

产品珍贵，网上不销
售，仅限电话订购，谨防
假冒。袁实初御疝膏贴
市场销售多年，现在是第
三代，为让更多的患者早
日康复，减轻经济负担，
本报读者10日内订购享
受出厂价的特别优惠，建
议按周期使用。 广告

陕械广审（文）第241028-00147号

订购：400-635-0806
陕西秦石药业有限公司

治疝气 有方法 快

因申张线青阳港段航道整治工程沪宁高速公路桥SG1标施工需要，
需对G2京沪高速（上海→南京）方向青阳港段道路实施交通导改，为确
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和通畅，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交通管制路段：G2 京沪高速桩号 K1173+600 至 K1176+400
路段全封闭。

2、管制方式：上海至南京方向车辆经过该路段时借道新建沪宁高速
保通道路通行（全长2.8Km），限速80Km/h。

3、交通管制时间：2021年7月16日至2022年12月30日。
昆山市水运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7月6日

关于昆山市申张线青阳港段航道整治工程沪宁高速公路桥
QYG-HNQLSG1标段施工期间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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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请以播出为准
扬子晚报实习记者 沈昭 整理

电视剧
19：30 衡山医院

（央视八套）
19：32阿坝一家人

（江苏卫视）
19：32我们的新时代

（北京卫视）
19：36百炼成钢

（安徽卫视）
19：34绝密使命

（天津卫视）
19：35我们的新时代

（东方卫视）
19：35猎手

（江西卫视）
19：34啊摇篮

（山东卫视）
19：34营盘镇警事

（湖北卫视）
19：30百炼成钢

（湖南卫视）
19：32阿坝一家人

（浙江卫视）
19：34绝密使命

（四川卫视）
19：10悬崖

（江苏综艺）
19：52归鸿

（江苏城市）
20：05觉醒年代

（江苏影视）

电影
18：15中国蓝盔

（央视六套）

20：15 红色往事
（央视六套）

22：08贤妻
（央视六套）

综艺
19：30 星光大道

（央视三套）
22：00我是女演员

（江苏卫视）
21：00为爱转身

（江苏综艺）

红色记忆照亮未来，手指轻划阅览百
年。7月10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工
办和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百年征程、
初心永恒——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网上展
馆正式上线。

网上展馆以“百年征程、初心永恒”为
主题，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波澜壮阔的奋
斗历程为主线，将实体展览中的3990个展

项（含图片、文字版、图表、视频、实物、场景
等）内容，通过360°VR全景、亿像素、AI
自助语音等技术手段进行数字化复原，全
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中国共
产党在江苏一百年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
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
史，把我省丰富的党史资源，活化为可听可
看、可读可感的网络传播产品，打造永不落

幕的网上党史教育基地，为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提供鲜活教材。

网上展馆具备多项互动功能，还可以
在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PC端等各类网络
平台上分享。

展馆上线后，还将根据实体馆的更新
以及社会各界反应情况，进行及时更新优
化。 扬文 网上展馆二维码

每一面队旗背后，都是一支江
苏援湖北医疗队

江苏援湖北医疗卫生队、江苏援黄
石医疗支援队、第二批江苏援湖北医疗
队、国家中医医疗队（江苏）……14面医
疗队队旗，整整齐齐悬挂在抗疫展区上
方，格外引人注目。每一面队旗背后，都
是一支江苏援湖北医疗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江苏
累计派出了2820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
306人支援黑龙江、吉林、北京、新疆等
地，30名专家赴委内瑞拉、巴基斯坦等
国指导抗疫，还有更多的医护人员守护
在江苏这个“后方”。经过全省卫生健
康系统12万名党员、78万名医卫人员
的努力，成功守护了江苏安宁：江苏成
为全国确诊病例200人以上省区市中唯
一保持患者“零病亡”、医卫人员“零感
染”的地区。

照片定格抗疫记忆，他们换了
地点继续战斗

曾经与病毒短兵相接的“白衣战
士”们前来观展，看到画面里定格的抗
疫情景，说起当时的故事，不少医护人
员忍不住眼含热泪。

1989年入党，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杨毅已经有32年党
龄。在疫情中，杨毅担任了江苏新冠肺炎
重症医学组组长，还三度出征，黑龙江、吉
林、新疆，都留下了她的“战斗”记忆。

“特别震撼，特别感慨，特别激动！”
杨毅说，今天站在这儿能感觉到我们的
生活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但回想去年
一年中，大家一起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日
子。“党的战斗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战无
不胜的。我很自豪作为一名中国共产
党党员，作为一名医生，在重症的第一
线看到这样的抗疫成果。有了这样的
抗疫精神，我们在未来从医的道路上会
更坚定地走下去。”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贾凌在展览中看见了自己
在抗疫宣讲会上的照片，在这次疫情
中，他在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战斗
了53天。“百年征程浓缩在这个展览里，
看起来是非常震撼的。经过战疫的洗
礼，更加锤炼了我们的党性。”贾凌说，
对他们来讲，从驰援湖北重回原来的工
作岗位，只是换了个地方战斗，“今后我
会努力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贡

献自己的力量，请党放心，健康中国有
我们。”

墙上的照片里，病床上的患者和身
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一起举起了大拇
指！南医大二附院二十九病区护士长、
主任护师周蓉，就是其中一位“画中
人”，当时她和同事们一起支援黄石。

“我记得这位患者好转了，从ICU转出
来，还不能说话，但对我们举起大拇
指。这对我们来说既是肯定和鼓励，也
是责任！”

身着防护服，隔着护目镜看向手中
试管的眼神坚定，展览的照片里，还定
格了新冠肺炎病毒检测的场景。这个
场景对江苏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免
疫规划所科员陈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
的了。陈强是第一批支援黄石的公卫
人员，2020年2月21日那天，他们做了
431份样本，创下了全国17支省级应急
检验队的最高纪录。空余时间他们还
做好培训工作，给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
的公卫队伍。“包括现在的疫苗接种、疫苗
研发、传染病控制、疾病流调等等，我们要
在日常生活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党
的精神力量继续传递下去！”陈强说。

“递交入党申请书，是给自己
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现在看到这些照片，想到当时的
情形，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在展览现
场，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科护士长陶连珊向记者说道。

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冲上一线是医
护人员的使命和职责，在抗疫一线党员
们的表现，也让陶连珊深受感动与感
召，“我也想像党员那样去战斗。”2020
年的大年初三是陶连珊的50岁生日，当
时初到武汉，白天忙着培训，晚上陶连
珊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递交入党申请书。

在展厅播放的抗疫视频里，还有陶
连珊当时宣誓成为预备党员的镜头。

“当时是在我们入住酒店的小会议室
里，我穿着从当地医院
借来的工作服，宣誓成
为一名预备党员。”

“请党放心，健康中国有我们！”
百名抗疫英雄参观“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

7月9日上午，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在宁医疗机构的百名医护
人员，参观“百年征程、初心永恒——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
他们中，有白衣为甲、无畏逆行的江苏援湖北医疗卫生队员，有坚守
江苏战“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来自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全国时

代楷模荣誉获得单位的代表，有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省疫情防
控专家组专家。 实习生 虞悦宁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彦

百年征程、初心永恒

“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网上展馆上线

摄 影 记
者晓庄和她
拍摄的“打疫
苗的小女孩”

老摄影记者联系本报记者：

“打疫苗的小女孩”
1958年摄于南京市儿童医院

扬子晚报讯（记者 于丹丹）“这
张照片是我拍的。”昨天本报A7版
报道了《60多年前打疫苗的小女
孩，你在哪里？》。新华日报老摄影
记者晓庄看到报道后联系上本报，
她告诉记者，这张照片是她1958年
拍摄于南京市儿童医院的。

在“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
中，这张南京医护人员为幼儿园小
朋友注射疫苗的老照片引起很多参
观者驻足。照片里的小朋友圆嘟嘟
的脸，模样和神态都非常讨喜。

之所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晓
庄还能对拍摄的时间和地点记得如
此清晰，她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她对
每一张照片的底片都进行了记录。
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给小朋友留
下名字。

晓庄告诉记者，她书桌上的电
脑里，储存着她拍摄的上万张老照
片。点开一张张照片，就像开启了
时光机。尽管过去了60多年，但是
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晓
庄依旧记忆深刻。她回忆
说，当时她作为摄影记者，留
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特别
是像南京五老村街道大战
100天，成为全国甲等卫生
模范单位，她也用相机留下
了当时的火热场景。

1933年出生的晓庄，是
新中国最早的女摄影家之
一。半个多世纪前，晓庄是

新华日报风华正茂的女摄影记者，
她的镜头记录了历史的风云、时代
的变迁，鲜明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人们精神面貌、社会风尚以及
生活方式的变化，是一份珍贵的历
史档案。晓庄告诉记者，此次历史
展，主办方向她征集了几十张反映
江苏变化的老照片。

作为摄影记者，晓庄拍摄过许
多重大主题，但她最钟爱的还是那
些普通的“小人物”，她拍摄过很多

“祖国的花朵”。这些照片大多拍摄
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初这些孩
子，如今算起来也已经是六七十岁
的老人了。

记者了解到，在2017年12月，
晓庄重回报社，将她半个世纪前拍
摄的78幅珍贵老照片捐赠给新华
日报。而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晓
庄，相机不离身，虽然身份不再是新
闻工作者，但用镜头记录时代的初
心从未改变。用她的话来说，“我一
辈子都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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