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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已取得一
定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日前召开
的长江大保护（南京）现场推进会指
出，做好长江保护开发工作，必须实事
求是、遵循规律、科学系统推进；要区
分轻重缓急、对症下药，精准务实抓好
沿江环境问题整改；要着力解决突出
问题，对照任务清单落实责任。

深度治理让“老伤疤”变成
“聚宝盆”

走进扬州市江都区的南水北调源
头公园，只见繁花锦簇，绿草茵茵，孩
子们在草地上嬉戏。这个最近刚开放
的公园，已成为当地一处新景观。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原来是
江都城区两座垃圾填埋场之一，长期
垃圾堆成山、臭气熏天，被群众称为

“城市伤疤”。近两年，江都实施深度
治理、综合改造，南部垃圾场“变身”南
水北调源头公园，周边吸引20多家基
金机构、10多个企业总部落户；原北
部垃圾场片区成为来自新加坡、法国、
德国等国10多家高科技企业落户地，
人工智能产业园呼之欲出。

有段时期，因为粗放式发展，江都
被列为土地利用停批停供重点管理
区、全省环保限批区，倒逼转型压力巨
大。江都下定决心，一步一个脚印，精
准务实推进环境整改——

出清落后产能，整合土地资源。
两年共关停各类高污染、高消耗化工
企业214家，关停长江、大运河、通榆
河等重要水体沿线隐患企业47家。
随着落后产能出清，去年江都新增工

业用地1000多亩。
治水治土治气，腾出环境容量。

全面推动废气达标排放、垃圾规范处
理、污水截污纳管等工程，去年国省控
地表水断面“年均值”达标率100%，
大气环境质量全省排名上升至19位，
区域性环保限批如期解禁，高质量发
展的环境容量越做越大。

“江都作为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有
责任、有义务将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
生产力保护好、发展好，保障‘一江清
水向北流’。”江都区委书记张彤说，江
都已建成3个区域腹部生态湿地、各
类生态公园 27 个，林木覆盖率达
20.9%，未来将严守生态红线，切实保
护南水北调东线源头生态环境。

先行先试为全面排查整治
打基础

初夏的泰兴，未到中午，气温已超
35℃。在常泰过江通道施工工地，排
查人员根据地图定位走过长江大堤，
放飞无人机，紧盯监测屏幕，解译红外
线热成像设备拍摄的图像。

3月19日，生态环境部在泰州启
动长江入河排污口现场排查试点工
作，130多名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和专
家开启“拉网式”现场排查。

入河排污口是污染物进入河流的
最后一道“闸口”，管理得好不好，直接
关系到长江水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安
全。目前排查工作进展顺利，在一级、
二级排查基础上正进行三级排查，对
疑难点进行重点攻坚。

“泰州拥有长江干流岸线97.8公

里，占全省的11.8%，保护好长江母亲
河，既是政治任务，也是历史责任、时
代使命。”泰州市市长史立军说，泰州
将以全国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试点为契机，以改善长江生态
环境质量为核心，大力推进“健康长江
泰州行动”。

据泰州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介
绍，在进行长江入河排污口大排查的
同时，泰州建立“健康长江泰州行动”
大数据平台，制作一份准确的“长江健
康状况表”。结合大数据分析结果，泰
州推进长江大整治，开展水体治理、生
态修复、排口整治等八大专项行动，从
严、从快整治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
工生产企业，对关停搬迁的企业逐一
开展“回头看”；对其他企业，制订“三
评级一评价”标准，重新评估确定处置
类型，该退出的坚决退出，符合安全环
保标准的，抓紧实施升级改造方案。

泰州试点的先行先试，为全面开
展排查整治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
验。4月 28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江苏省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工作方案》，我省长江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工作全面启动。

“一把手”分管环保纵深推
进整治

去年召开的全省长江经济带发展
工作推进会上，省委书记娄勤俭说，我
们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仅仅限于
沿江八市，要把省域全境一体纳入。

连云港虽然不属于沿江八市，但
作为长江经济带的一员，也积极推动

大保护。近日记者到连云港采访，环
保志愿组织中国绿发会的一位成员告
诉记者，燕尾港的四腮鲈鱼又回来了，
曾经消失10年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伪虎鲸，如今也在灌河口重现。

燕尾港位于连云港市灌云县灌河
入海口，是远近闻名的优良渔港，这里的
海鲈鱼一度远销日韩。但前些年，随着
渔港周边小化工企业兴起，海鲈鱼几乎
绝迹。“连云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纵深
推进化工园区整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的环境支撑和生态保障。”连云港市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
连云港市先后对“两灌”化工园区200余
家化工企业实施全面停产整治，对65家
问题突出的企业实施关停。

去年，连云港市调整环保工作领导
分工体系，由以前的副市长、副县长分管
明确为市、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市
长、县长带头抓环保问题整治，这在该市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连云港市公
安局成立全省首支生态环境犯罪侦查支
队。去年市县两级共查处“两灌”化工园
区环境违法问题162件，处罚金额达
5808万元，移交司法机关案件19件。

腾换新天地，引得凤凰来。连云
港市发改委投资处唐宗鑫介绍，化工
园区整治为重大项目特别是国家级
石化产业基地建设腾出了巨大的环
境容量和发展空间，连云港正秉承绿
色发展理念，对照世界一流标准，加
快打造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目前已
聚集了盛虹集团炼化一体化等一批重
特大项目。 本报记者 许海燕

本报实习生 毕子晨

长江大保护·江苏实践②

主抓“治”，精准务实整改环境问题

一微米，一根头发丝的六十分之
一，肉眼难辨。但在被称为“工业之母”
的模具行业，一微米，却是一座衡量一
个国家产业实力的“里程碑”。

这个神秘的“一微米世界”，对中
国精密制造行业来说，曾经长期可望
而不可即。一个叫陈亮的年轻匠人，
却偏偏要到里面去看一看。17年潜
心淬炼匠艺，他一头扎进“微米世界”，
也把长期徘徊在门外的中国精密制造
业推向了世界一流。而他手中握的

“敲门砖”，是一枚小小的易拉环。
2007年，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

司，一份易拉环模具的生产订单摆在
了公司加工中心组副班长陈亮的面
前。小小易拉环看似简单，内里却大
有乾坤：太松，会断；太紧，拉起来费
劲，还可能割伤人，玄机，就在拉环周
围的一圈刻痕。这条细细的刻痕，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国相关行业难
以逾越的一座高山——制作易拉环
模具的关键组件刻线刀，加工精度必
须达到1－3微米级别，而当时，国内
最高只能达到5－8微米精度，众多

企业不得不以比黄金还贵的价格从
国外进口。

面前只有一个易拉环模具样
品，没有图纸，加工工艺更是不得要
领，陈亮的眉头拧成了麻花。在长
达一年的时间里，他查遍国内外所
有相关资料，带领加工中心组的团
队反复钻研、试验。为了达到产品
要求的精度，陈亮大胆进行技术革
新，把高倍显微镜安在机床上，对刻
线刀的生产过程进行微米级的检测
和监控，终于成功加工出高精度高
品质的刻线刀。这种刻线刀，性能
与国际一流产品相比毫不逊色，而
价格，只有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

“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也能
做，而且做得更好！”易拉环的成功，让
中专毕业的陈亮找到了身为“匠人”的
信心，也激起了他“技能报国”的雄心。

由清华大学承担的高端柴油机
高精密微喷孔加工装备项目，是突破

“卡脖子”技术的国家重大自主创新
项目。在实验室研发成功并申报专
利后，工程化样机的加工试验精度却
迟迟达不到设计标准。2015年，清
华大学研发团队慕名找到无锡微研
寻求帮助。

接到任务，陈亮立刻带领团队展
开排查，很快确定，问题就出在喷油
嘴倒锥孔机床主轴机构关键部件的

加工精度上。一次次试验，一次次接
近1微米的极限，不到半年，陈亮团
队就拿出了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精密微喷孔加工装备，一举
替代进口。该设备获得2016年“中
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目
前累计产值已突破亿元。

正是依托这项重大自主创新技
术，今年以来，微研又与清华大学展
开联合攻关，开始研制用于国产大飞
机发动机叶片的高端机电加工设
备。每当取得突破性的成果，陈亮都
高兴得恨不能“横着走”：“咱们产业
工人为国争了光，真是骄傲啊！”

“横着走”，听起来是一句玩笑话，
背后却是这位大国工匠板凳甘坐十年
冷的坚守和攻坚克难“一微米”的专注。

1984年出生的陈亮来自宿迁农
村，2002年中专毕业后进入无锡微研
当了一名学徒工。刚工作那会儿，陈
亮把车间里所有的工序都干了个遍，
最后选择了“黑、粗、重”的铣工。其
间，他自学编程，钻研数控加工的相关
知识和技术。

粗加工铣工干到第五年的时候，
陈亮得到了一个参与高精度定位销
工艺攻关的机会。高精度定位销，是
电视机上的一个核心部件，加工精度
在2微米。此前，国内企业多使用传
统刀具粗加工，精度只能达到0.1毫

米，也就是两根头发丝粗细，远远无
法达到产品精度要求。陈亮经过反
复观察、思考，在机床上大胆革新，尝
试将精密砂轮和刀具组合使用。为
了激励自己，他用绳子把试验破损的
砂轮挂在脖子上。因为压力大，头发
大把大把往下掉。

凭着这股子攻坚克难的劲头，经
过整整一周夜以继日的试验，陈亮不
仅拿出了达标的产品，而且竟然把精
度控制在了1微米。从此，他有了一
个新的头衔——“一微米大师”。

一次次“一微米”的历练，伴随着
一件件被当作艺术品打磨的零件，陈
亮潜心淬炼匠艺，逐渐从学徒工成长
为省级技能大师。17年来，他及其团
队先后获得22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专利，荣获省部级科技奖项4项。
今年，他又获评江苏唯一的“全国最
美职工”，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全国产
业工人发言。

如今，在“微米世界”游刃有余的
陈亮，不断创新打磨技术的同时，也
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新型技能
人才的“传、帮、带”上。“工匠，技术突
出为‘工’，传承创新才是‘匠’。带动
和培养更多的90后、00后走上工匠
之路，把匠心匠艺传承下去，就是我
最大的心愿。”陈亮说。

本报记者 马 薇

十七年淬炼，“一微米”报国
——记2019“全国最美职工”陈亮

28日，南通市
舞蹈界大联欢活
动在南通博物苑
举行，来自各县
（市）区的27支舞
蹈队 600 多名舞
者通过或柔美、或
动感的舞姿抒发
新时代的豪情，演
绎时代赞歌。

徐培钦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27日下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
江苏韩国开放创新合作交流会上，
省委主要领导以“韩国友人眼中的
江苏”讲述江苏、推介江苏，更具亲
和力和感染力，赢得了现场嘉宾的
高度认同。这也启示我们，江苏对
外交流合作尤其是文化走出去的过
程中要突出“用户视角”，从对方的
视角看江苏，从对方的需求出发传
播江苏。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
续增强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江
苏在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宣传、
对外文化贸易等方面有了长足进
步，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外国人
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多停留在“看
热闹”的阶段，离读懂中国文化，真
正走进中国文化还有不小距离。比
如，对外文化交流以院团国际巡演
为主要形式，结构单一、模式简单，
因国外友人对文化背景陌生而缺
乏吸引力，难以形成更大影响；比
如，对外翻译出版的书籍，有时因
为内容艰深、缺乏感染力而难以推
广，涉及历史等内容的作品，销售
成绩远落后于当地文化市场原有
的片面扭曲之作；再比如，将刺绣
文化走出去定位为“在高端艺术品
市场一争高下”，强调了品质，却疏
略了大众需求与参与性。究其原
因，是因为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
中，过分强调了从“自我”角度出
发，而忽视了“对方需要”。

文化走出去要从“用户视角”出
发。一种文化在当地的受欢迎程
度，取决于它能否满足当地人的现
实需要。美剧《生活大爆炸》里每周
六为“中餐日”，宫保鸡丁、水晶虾饺
等，都是剧中主角们爱吃的食物。
中餐馆在海外受欢迎，是因为中国
味道丰富了外国人的餐饮文化，已
经渗入外国民众的生活。把对方需
要的东西传播过去，民族的就会变
成世界的。同时，文化走出去，要让
对方“动起来”。就拿苏绣文化来
说，不能只是高端秀场的秀品、精美
橱窗里的展品，要让用户体验苏绣
的制作工艺，让感兴趣者传承苏绣

文化，建成一个集传承、培训、销售
为一体的文化产业，这样才能让中
国传统文化在国外也能“活”起来、

“留”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合
作交流中要摸清对方真正需要的是
什么。比如说，“一带一路”合作，很
多都是实体和经贸合作，但价值、理
念等的输出也很重要。不仅要“输
血”，而且要通过文化和精神的传
播，让对方“造血”。

从“用户视角”出发要考虑差异
性。满足对方的现实需求，需要深
入海外用户实际生活进行研究。差
异性的一方面是中国与他国之间文
化的差异，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寻
找结合点。江苏原创史诗歌剧《鉴
真东渡》在东京、奈良、京都等地巡
演和“鉴真精神与中日文化交流”研
讨会等活动在日本引起关注，是因
为中日青年对鉴真精神的理解产生
了共鸣。差异性的另一方面是不同
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不
同的。比如，东亚地区对中国文化
较为熟悉，其青年爱好新鲜的时尚
文化；欧美地区的深层思想交流，需
要保持足够的理论高度、学术严谨
性和差异性尊重等。同时，我国有
各式各样的传统文化，比如丝绸文
化、茶文化、建筑文化等，要根据境
外不同文化需求设计“菜单”，有针
对性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从“用户视角”出发要循序渐
进。一项《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
报告》显示，中餐、中药和中华武术
是当今中国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
文化要素，这些都是世界了解中华
传统文化的窗口。透过这一扇扇
窗，慢慢将中国文化内涵的思想理
念渗透其中。同时，要强化创新意
识，借力新技术、新产业。中国传统
文化不能颠覆，但传统可以被激活
创新。比如推进书法、丝绸、茶叶、
瓷器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游戏、
动漫、网络文学、影视等新兴优势文
化产业跨界融合，激活传统文化的
现代感，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结合，
真正实现从文化“走出去”到文化

“走进去”。

文化走出去
要有“用户视角”

杨 丽

“那时，我根本没时间多想，可能
是身体先于大脑的一种本能吧……”
27日，“挡刀女孩”崔译文在南京讲
述她挺身而出那一刻的心路历程。
英雄精神有传承，目前在宁疗养的
崔译文之父崔宏伟，18年前也曾因
勇救战友受重伤。

27日下午，空军杭州特勤疗养
中心邀请崔译文和母亲来到位于
南京的疗养四区，看望正在这里疗
养的崔宏伟。今年3月10日晚，在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花江校区，崔译
文和同学梁某下自习结伴回宿舍
时，忽遇一名男生持刀袭击梁某，
崔译文挺身而出竭力阻止，以身体
遮挡掩护同学，身中8刀。由于崔
译文的拼命阻挡，两人最终都脱离
了危险。

在宁期间，疗养中心安排健康
管理和康复治疗专家对崔译文进
行系统的术后恢复评估。目前，崔
译文恢复得不错，只是看上去有些

纤瘦。崔译文说：“我是军人的孩
子。我只知道，我不冲上去，她可
能会死。”

这句话，让许多人知道了崔译
文的军人父亲崔宏伟。18年前，崔
宏伟在海上执行任务时，为救战友
身受重伤，双腿面临致残危险。当
时，崔译文的母亲给女儿解释父亲
的状况：“爸爸是军人，军人的职责
就是用血肉之躯保家卫国，他是我
们的英雄，你要帮妈妈陪着爸爸重
新站起来。”所以，崔译文从小就帮
助父亲康复，“我特别喜欢搀着爸
爸，现在一出门也搀着他。”

在家人的悉心照顾下，崔宏伟
不仅保住了双腿，而且重新站了起
来。现在，已服役28年的崔宏伟手
臂上还有当年留下的伤疤。而父亲
的英雄壮举，也在女儿心中留下了
烙印。

本报通讯员 柯文才
本报记者 陈月飞

“挡刀女孩”父亲
曾勇救战友受重伤

28日，海上丝绸之路南京遗迹图片展在江南丝绸博物馆开幕。几十幅
海上丝绸之路南京遗迹的图片吸引不少参观者。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见习记者 范俊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