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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28日晚，由省委
宣传部指导，省作家协会、三江学院
主办，《扬子江》诗刊承办的第二届

“扬子江诗会”诗歌朗诵会在三江学
院举行。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燕文的委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
向第二届“扬子江诗会”的举办表示
祝贺。

本届诗歌朗诵会突出时代性、群

众性和开放性：《我广阔的祖国》回望
开国大典的历史性画面，回眸与共和
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辉历程；《祖国
啊，我亲爱的祖国》歌颂曾经伤痕累
累的祖国，从苦难中迸发出“簇新的
理想”“古莲的胚芽”……

“祖国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诗歌大赛”评奖结果
也于现场揭晓。 （冯圆芳）

第二届“扬子江诗会”
诗歌朗诵会举行

本报讯 9月 25日，记者从省
交通运输厅获悉，锡通过江通道公路
南北接线工程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并
顺利通过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组织的
交工验收。

锡通过江通道公路接线工程是
《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
通规划纲要》和《长江干流桥梁（隧道）
建设规划》中的重点工程，是我省高速
公路网规划和沪通长江大桥的重要组
成部分。全长32.035公里，其中南接
线长9.702公里，起自锡张高速公路
锦丰互通，连接沪通大桥南侧；北接
线长22.333公里，起自沪通长江大桥

北侧，止于沈海高速。南接线全线和
北接线引桥至平潮北枢纽段采用双
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
度100公里/小时。北接线平潮北枢
纽至新联枢纽段采用双向四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公里/
小时。全线设互通式立交6处、互通
立交匝道收费站3处和服务区1处。

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拉近长
江南北时空距离，让无锡无缝连接上
海、苏州和南通，助力我省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和交通强国先行区建
设，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沿海发展
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梅剑飞）

锡通过江通道公路南北接线
通过交工验收

9月28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智
库峰会在扬州举行，来自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江苏
省社科院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共论

“后申遗时代，中国应该如何建设大运
河文化带”。

省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夏锦文
说，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
国大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传承演进
2500多年，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
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诗意的
人居环境、独特的建筑风格、精湛的手
工技艺、众多的名人故事以及丰富的
民间艺术和民风民俗，是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要支撑。
后申遗时代，中国正在运河全流域开
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如何推动大运
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全
面阐释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时代
精神，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学术使命。

“申遗成功后，中国大运河的保护
传承利用发生了三个转变”，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刘曙光在《中国大
运河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的演讲中说，

“那就是由被动保护转向主动保护和
防护；由‘运动式’保护转向长效化、常
态化保护；由保护为主向保护、管理、
展示、利用等工作并重转变。”当年申
遗时，中国采取了全线保护，点段申报
的策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部分

只有全线的1/3，而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应该是申遗的升级版，需要特别关
注如何促进包容和公平，如何提高生
活质量和福祉，并用中国大运河的成
功实践深度参与文化遗产国际治
理。2020年，中国大运河将迎来申
遗成功后的第三轮联合国审查，在申
遗中最缤纷灿烂的江苏段应该会给
联合国专家更多的惊喜。

“联合国专家作申遗考察时，直到
进入江苏段脸上才有笑容，因为在此之
前很多运河点段出现断流，而江苏的运
河全线通航，河边的幸福生活让专家看
在眼里，印在心上。”南京博物院院长龚
良在《美丽运河，美好生活》演讲中表
示。江苏运河之美美在哪里？龚良用
遗产价值美、水工设施美、文化景观美、
人民生活美、文明交流美加以概括。然
而因为运河的体量太大，当人们真的走
近运河的时候，所见往往比较平淡，不像
航拍那么震撼，也不像行船时那么新鲜，
那么运河之美该如何展示？龚良认为，
应该着眼于运河水工设施的解读与展
示，让今人了解古代技艺；着眼于交通
交流的展示，弘扬互联互通的价值；着
眼于美好生活的营建和展示，真正做
到以人为本。例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筹），将来要有10个以上的展览，展示
大运河、运河两岸的世代生活方式，还
有非遗、艺术、自然，以及数字化5D展

览，希望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个遗迹
点，而是运河带给人们的美好生活。

省水利厅副厅长张劲松则从南水
北调角度展示了大运河在今天社会发
展中的价值和作用。从2002年开工
到2013年建成，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是
江苏江水北调工程的北延，以京杭大
运河为调水主线，至今调水出省超过
40 亿立方米，同时，通过实施两轮
305个治污项目，沿京杭大运河等输
水干线沿线，一条清水走廊正在苏北
大地形成。南水北调工程还发挥着
应急排涝和接力抗旱、渔业养殖、航
运、生态、环境、旅游、文化等综合效
益，成为运河沿线的母亲河、推动发
展的生命河、创造奇迹的文化河。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吴欣
教授指出，运河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
研究领域，需要历史学、经济学、文学、
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艺术
学等多学科共同展开研究，用向内的
视角，把“运河放入中国”；用向外的视
角，把“运河放入世界”；用向前的视
角，把“运河放入未来”。

除主论坛外，峰会还举办了三个
分论坛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献计献
策，主题分别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利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
文化高地建设、大运河文旅融合与区
域发展。 本报记者 王宏伟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智库峰会举行

让运河江苏段给世界更多惊喜

再述惊心动魄的“梅园风云”，感
悟坚毅伟大的革命初心；同读红色经
典《沙家浜》，穿越历史体会感人的军
民鱼水情；共诵大型诗篇《渡江战
歌》……9月28日，为庆祝新中国七十
华诞，由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指
导，省全民阅读办、省全民阅读促进会
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穿越七十年，经典
永流传”红色经典诵读活动举办。

本次活动共选取省内7处代表
性红色文化地标和阅读坐标进行红
色经典篇目的接力诵读展演，并通过
8小时不间断直播的形式，将经典诵
读活动打造为传播和传承红色文化
的全媒体课堂。

“在我的记忆中，伯父是一个慈
祥的长辈，但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
格……”28日上午，红色经典诵读
首场活动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拉
开帷幕。围绕“恩来精神，不忘初心”
的主题，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全国政
协委员周秉建，淮阴师范学院教授王
家云，渡江胜利纪念馆副馆长吴小宝等
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再述“梅园风云”。

“周恩来总理一生六次来到南
京。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国内持久和
平，他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与国
民政府进行谈判，在梅园新村生活六
个多月。这段经历可谓惊心动魄，影
响深远。”周恩来研究专家、《周恩来
1946年在南京》作者吴小宝说。

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们诵读了
《百年情思，恩在将来——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丰碑永铸》《信仰的力
量》等篇章。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周
秀芬表示，“活动推介的《初心永恒》
这本书，在‘周恩来精神’这一章里记
录了总理对家人定下的‘十条家规’，
以及对晚辈提出的‘过五关’要求。
我听了之后很受触动，决定好好读一
读这本书，体会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和质朴初心。”
作为标志性的城市文化地标，28

日，南京新华书店新街口店人来人
往，红色经典诵读活动的第二场直播
在这里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省全
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向社会推荐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色经典
阅读活动荐读书单”的70种图书，涵
盖特别推荐、党史国史军史、反映新
中国成就、英模人物、红色文学、少儿
类等6个类别。其中，《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初心
永恒：江苏四种革命精神简明读本》
等读物引起热烈反响。

少儿类图书中，《因为爸爸》新近
荣获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作者、冰心儿童文
学奖获得者韩青辰现场带来“崇尚英
雄，读书报国”的主题分享。随后，作家
育邦荐读了大型纪实文学《横渡长江》。

第三场诵读活动在常熟沙家浜
举行，人们乘着画舫游船从芦苇荡中
穿行而过，共同品读苏南水乡的红色
记忆。

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苏南
敌后武装背景下催生出一批名家作
品，其中包括京剧《沙家浜》。1939
年10月，“江抗”部队为顾全抗日统
一战线大局而战略西移，将36位伤
病员留在了沙家浜。“伤病员坚持敌
后斗争和军民鱼水深情的故事广为
流传，人们纷纷来到沙家浜，找寻那
些动人事迹，深刻领会革命精神。”常
熟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彭根华认为，史
诗性和英雄品格是红色文学经典最
为显著的特征。苏州市全民阅读促
进会常务副会长许晓霞表示，通过搭
建全民阅读促进会这一平台，将凝聚
起社会各界阅读组织的力量，引导大
众诵读红色经典，培植坚定无畏的意
志品质。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
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
阎罗……”陈毅将军所作的《梅岭三
章》在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盐城泰山
庙久久回响，共产党人身处危难仍矢
志不移的乐观豪情感染着每一个
人。这里正在举办诵读第四场活动，
慷慨言志的《梅岭三章》、视死如归的
《囚歌》，由青年学生高声同唱的《新
四军军歌》，将七十载的烽火记忆猛
然拉至观众眼前。“铭记历史是拥抱
未来的最好姿态。”国家一级作家、书
香盐城形象大使张晓惠说。

“盐城是新四军东进战略中南下
八路军和北上新四军的重要的目的
地。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
新四军重建军部同驻泰山庙，盐城成
为华中抗战的指挥中心。”新四军纪
念馆文史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周振华
说。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盐城市政
协智库专家刘小清表示，“目前，盐城
经确定的革命遗址共有248处，以烈
士名字命名的镇村128个，铁军精神
就是盐城珍贵的红色资源，是流淌在
血液里的红色基因。”

以“决战淮海·人民胜利”为主题
的第五场活动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
馆举行。来自奎山小学的学生们饱
含感情地朗诵了红色短篇小说《百合
花》和诗歌《英雄赞歌》，激情洋溢的
诵读点燃了现场氛围。

活动中，徐州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张新科、淮海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贾
萍、淮海战役暨区域红色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丁三青与观众一同回顾历史，
畅谈淮海战役精神的意义。“淮海战
役是人民的胜利，它的精神宏大精
深，值得当代每一个青少年去研读体
会。”丁三青现场讲述了淮海战役中
的动人故事，并表示，淮海战役胜利
代表着听党指挥、依靠人民、团结协

同、决战决胜的精神，这种精神永不
褪色。张新科分享了红色小说《鏖
战》的创作历程。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
而慷……”28 日下午，在“渡江之
地”——渡江胜利纪念馆率先响起磅
礴之声，名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
南京》将人们的思绪拉回波澜壮阔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六场活动在这
里接力举行。

当89岁的渡江战役老战士陆裕
康在搀扶下来到现场时，观众席响起
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年，老人19岁，
是一名机枪手。“渡江时，我们10多
个人坐着一艘小木船，我架着机枪坐
在船头……”陆老动情地回忆。

诵读展演环节，多位朗读者带来
《英雄雨花台》《可爱的中国》等红色
经典“串烧”。学生代表们深情朗诵
著名诗人、词作家李朝润为庆祝渡江
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70周年而作的
《渡江战歌》。李朝润表示，希望永不
磨灭的“渡江精神”激励年轻一代跨
越新时代的“大江”，推动伟大事业不
断向着光辉未来前进。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
独立……”28日下午，扬州市树人中
学凤栖湖校区迎来本场诵读的终场
活动。初三学生赵可欣在朗读亭里
声情并茂地诵读梁启超《少年中国
说》，她身后等待接力的人们已排起
了长队。当天，来自扬州社会各界的
团队组成10支朗读队伍，以诗歌礼
赞新中国，用阅读追梦新时代。

朱自清的嫡孙朱小涛诵读了名
篇《背影》，扬州老年大学朗诵社团、
扬州新闻广播主持人团队也都带来
了红色经典的吟诵。

本报记者 于 锋 宗志鹏
卞小燕 岳 旭 吴雨阳 赵 越
实习生 葛佳铭

我省举办“穿越七十年 经典永流传”诵读活动

红色经典阅读赓续初心使命

太仓市税务局志愿者近日在企业、社区开展“我与国旗同框”活动，游客纷纷合影留念。
孙 军 姚倩茜摄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实验小学孩子们写下
心语心愿，祝福新中国70华诞。 戚善成摄

本报讯 9月 28日上午，由无
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无锡文旅集
团主办，扬子晚报协办的首届大运河
文化生活节暨2019无锡阅读与文创
展在惠山古镇西神广场拉开帷幕。

活动期间，主办方将紧扣大运河
主题，创新形式，开展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包括“新品质 新生活”大
运河文化和生活研讨会、“阅读，让生
活更美好”系列展、园林实景戏曲展
演、“创出我的YOUNG”运河文创生
活市集、阅读分享会、公益活动、惠山
古镇国庆游园等，彰显无锡古运河的
独特魅力。 （高利平）

首届大运河文化生活节揭幕

本报讯 9月28日，作为“2019
世界运河城市论坛”的重点活动之
一，大运河剧院联盟主题论坛在扬州
开幕。

在省委宣传部领导下，在国家剧
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下，省文投集
团、江苏大剧院发起成立“大运河剧
院联盟”，得到来自大运河沿线的北
京、上海、河北、浙江和江苏等省市的
28家剧院积极响应。

“剧院正成为一座城市的艺术客

厅，人们的社交好去处。”省文投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盛蕾表示，期待通
过联盟把大运河流域的物理空间转
化为新时代的文化生活空间，当年水
路成为戏路，共同打造艺术生产和传
播表演的体系，共同讲好“运河故事”。

另据悉，总投资18.78亿元的扬
州大运河剧院项目正在建设中，这是
扬州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性投资最大
的文化项目，该项目由扬州报业传媒
集团牵头。 （李 源）

大运河剧院联盟主题论坛开幕

28家城市剧院共建“朋友圈”

本报讯 2019“大运河文旅基
金投资圆桌会议”28 日在扬州举
行，该会议是“2019年世界运河城
市论坛暨世界运河大会”中“运河城
市文化旅游企业家峰会”的重点论
坛活动之一，重点围绕运河规划、基
金管理、文旅投资三个主题，结合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保
护规划，重点就基金行业发展、文旅

融合背景下的旅游目的地投资等进
行集中研讨交流。会议期间还举行
了大运河母子基金全体基金管理人
投资圆桌会议。

我省在全国率先设立了首期
200亿元的大运河文旅基金，全力推
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江
苏段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 （王宏伟）

大运河文旅基金投资圆桌会
在扬州举行

▶上接1版 生动呈现中华文化
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
色，促进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
理利用，做大做强大运河中华文
化重要标志；积极探索新时代文
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
路，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
宣传大运河文化，展示中国形象、
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
亮丽名片。

连维良指出，要认真落实《长
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方案》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规划纲要》，突出保护、科学
规划，突出传承、古为今用，突出
利用、优化布局，突出融合、协调
发展，严防大拆大建、监管失控、
千篇一律、过度市场化和新增债
务风险，抓紧建立机制、编制规
划、谋划项目、立法修法、搭建平
台、建设载体，扎实有效推动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会前，吴政隆、雒树刚考察了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扬州三湾核
心展示园、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筹）施工现场。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燕文，副省长王江，以及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
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参加会议。北
京、天津、河北、浙江、安徽、山东、
河南等地代表交流发言。

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27日，2019徐州市经济
薄弱村农产品进南京高校对接恳谈会
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徐州8个县（市）
区的500多种特色农产品亮相展台。

恳谈会上，睢宁生态籼米、丰县
大沙河苹果、贾汪紫薯等吸引众多高

校后勤采购人员的目光。来自徐州
的10家农产品企业分别与东南大
学、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签约，将为
高校供应大米、面粉、蔬果、甘薯等
13020吨、水蜜桃一万盒，成交额超
1.2亿元。 （张 涛）

徐州农产品走上南京高校餐桌

本报讯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进驻江苏期间，扬州市接到群众
反映，位于扬州江都区小纪镇纪东村
的扬州新科肥业有限公司常有刺鼻
气味散出，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近期
还在夜间偷偷生产，造成污染。

接到交办件后，江都区高度重
视。首先由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分四个
时段对江苏新科肥业有限公司南北厂
界外1米大气进行取样监测，结果表
明，厂界周围空气中无组织颗粒物、硫
酸雾和无组织氨气浓度均符合标准。

随后，分别由江都区副区长杨德银

和江都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姜熔带领
环保局、区“263”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两次赴现场督查指导。经查，同一厂区
内建有中兴磷肥厂和新科肥业有限公
司，前者生产的磷肥产品多作为后者
生产复合肥的原料。督查当日，江苏
新科肥业有限公司复合肥项目和江都
区中兴磷肥厂磷肥项目均已处于停产
状态，生产设备未运行，夜间偷偷生产
情况不属实。但中兴磷肥厂车间内和
场外均堆放有硫酸、磷矿石原料与成
品磷肥，虽然有防尘措施，仍有氨气
味道飘散出，废气扰民情况基本属实。

去年8月，新科肥业与中兴磷肥
厂签订了拆除协议。至11月底，场
地已经清理结束，设备全部拆除，企
业也已全部关闭。 (徐秋语 吴 琼)

扬州严查废气扰民厂地
设备拆除企业全面关闭

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举行“我为祖国送祝
福”主题活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张 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