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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我们的森林城市；南通，我们的美好
家园……”9月30日，在形如“大鹏展翅”的南
通国际会展中心，一曲《绿色森林城市》为喜庆
氛围增添了别样的“绿意”。这座4天前刚刚通
过竣工验收的现代化智能建筑，即将成为2019
中国森林旅游节的主会场。

兴东机场新候机楼、啬园路隧道、南通国际
会展中心、世纪大道改造……8月以来，南通为
森旅节“量身定制”的81项城建重点工程陆续

“收官”。南通市委书记陆志鹏说，举办2019中
国森林旅游节，是南通提升城市品质和服务能
级、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重大契机，要举
全市之力办出一届有特色、有影响、有成效的盛
会，用绿色生态底色描绘城市转型发展亮色。

创新植绿，繁华都市“种”森林

9月27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2019中国森林旅游节”于10月18日至20日
在南通举办。

南通地处江海平原，自古缺山少林。2016
年，该市提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很多市民心
生疑窦：主城区空间有限、人口稠密、高楼林立，
那么多树往哪儿种？

依城植树、傍水造林、荒滩育苗、见缝插绿
……南通在寸土寸金的新城区以及五山区域种
下500多公顷森林绿地，构成17平方公里的城市

“绿核”；在长江沿线拆迁“散乱污”企业203家，使
5.5公里生产岸线回归自然，增加森林面积约6平
方公里；将主城区400多块闲置地块的围墙拆
除，把裸露荒地改造成如茵草坪……2016至
2018年，该市累计投入超过86亿元，新增成片造
林面积31.4万亩，城区绿化覆盖率约43.3%，全
市及7个县（市、区）森林覆盖率达35.21%。

在南通，出门“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已
成标准配置，全市近年新建森林公园10个、湿
地公园9个，市区建成各类公园绿地400多个，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8.67平方米。

去年10月1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
授予南通“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今年1月8
日，全国首个《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在
上海发布，在长三角26座城市中，南通的绿色
发展指数名列第一。

今年年初，南通正式获批承办2019中国森
林旅游节，这一国家级盛会首次花落地级城
市。国家林草局国有林场和种苗管理司司长程
红说：“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和有力作为，以
及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地理区位，让南通从
众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

全城动员，刷新气质迎客来

“走进如皋，就像走进了一座‘花木盆景森
林’。”原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才感慨。9月28
日，2019中国森林旅游节子活动之一的全国精
品盆景展在如皋国际园艺城开幕，▶下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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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冬季，全省大气污染综
合防治形势如何？水环境治理推进
情况怎样？记者从14日召开的全
省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攻坚暨
水环境治理推进视频会议上获悉，
我省将全力打好大气治理“百日攻
坚战”，确保完成PM2.5浓度、优良
天数比例“双达标”的年度目标；同
时紧绷水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
变差”这根弦，采取“升级版”治理措
施，力争取得更大水质改善成效。

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会上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大气

和水环境质量：大气方面，截至9月
底，全省PM2.5浓度41.6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5.5%。水环境方面，104
个国考断面优Ⅲ比例77.9%，同比上
升16.4个百分点，超过70.2%的省定
目标；国考断面和主要入江支流断面
消除劣Ⅴ类。长江干流总体水质为
优，10个断面水质均为Ⅱ类。主要入
江支流和入海河流优Ⅲ比例同比分别
提高20和23.1个百分点。太湖湖体
平均水质为Ⅳ类，总磷和总氮同比分
别下降11.9%和6.6%；15条主要入湖
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
同比改善明显。 ▶下转11版

百日攻坚治大气 升级措施净水质

秋冬水气治理
我省确保“只好不差”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盐城市广大党员干部通过重走

“初心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铁军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不断感悟初心使命，为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聚力量。
深入挖掘本地“先烈、先辈、先进”感人
事迹，通过典型引路，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
心里走。

铭记先烈，发扬铁军精神
点亮“初心”

金秋，盐城市盐都区大冈镇佳富
村村口，红色标识牌“佳富——英名
永驻”十分醒目，文字介绍更令人动
容：“丁佳富（1923年-1946年），盐
都区大冈镇原爱民乡人，早年就投身
抗战，后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严刑

拷打，他坚贞不屈，最后被反动政权
刀剐、石沉凤凰桥下。为了纪念他，
爱民乡改为佳富乡……”

在盐城，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
镇村共128处，这些镇村都在显要位
置设置了红色标识牌，叙述红色地
名来源、烈士简要生平事迹。一个
红色地名就是一段热血往事、一曲
英雄赞歌。

作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盐
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盐
城籍革命烈士1.3万余人。他们的英
勇事迹是盐城人民的“精神富矿”，也
是主题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盐城市
委书记戴源带头挂钩联系烈士命名村
云彩村。他说，作为革命老区，市委致
力把红色资源保护好，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努力从英烈
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深挖烈士命名镇村党性教育元
素，盐城根据主题教育“五提前五在
先”工作安排，在宣传烈士事迹、学习
烈士精神、继承烈士遗志等方面，聚
力将烈士命名镇村打造成“初心课
堂”，不断激活党员干部的“神经细
胞”。一方面，建设烈士纪念馆、烈士
遗物陈列室、党员宣誓室等党性教育
平台，集中修缮烈士纪念设施；另一
方面，选派党史专家、党校教师等分
赴各烈士命名镇村搜集史料，编写红
色书刊20余本，编排《红色印迹》专
题文艺演出，摄制烈士事迹系列微视
频和短音频50多条，上传党建网站、
微博、微信公众号，方便党员干部随
时随地接受红色教育。

盐城“红色教育微线路”以新四
军纪念馆为中心，串联起128个烈士
命名镇村，通过绘制一幅红色地图、
创设一批红色驿站、构建一个党性教
育学习圈，将党史与党建相融合，生
动展现这些红色点位的历史沿革、人
物生平、感人事迹等。“微线路”推出
后，除市内各基层党组织，不少外地
党员群众也自发组团来体验这一“行
走中的党课”。 ▶下转11版

盐城深入挖掘“先烈、先辈、先进”事迹开展主题教育

“三先”为镜，点亮初心扛起使命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开启了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
展的新时代。5年来，我省深入学习
贯彻习总书记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为艺术家和艺术生产赋能，努力构
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文艺创作硕果
累累，用时代华章奏响时代强音，为建
设文化强省奠定了厚实基础。

出政策、建平台，优化“文艺
生态系统”

10月12日，江苏文艺界纪念习
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五
周年座谈会在南京举行。会上，艺术
家们畅谈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的学习体会，除陈德林、孙晓云、
周京新、毕飞宇等一批老艺术家、中
年艺术家外，罗周、施夏明、庞羽等一
批80后、90后艺术工作者也成为座
谈会的主角。会上，江苏文艺“名师
带徒”计划美术工作者师徒联展同时
开展，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发布“青春

之歌”融媒体青年文艺人才传播计
划，更多的舞台、机会给予了青年艺
术人才。这只是我省赋能文艺人才
的一个镜头，5年来，江苏省委、省政
府出台政策、搭建平台，为精品佳作
的不断涌现、文艺人才的脱颖而出营
造了良好的环境，打造了优质的“文
艺生态系统”。

5年来，我省制定出台《关于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构
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三年行动计划》
《江苏文化人才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实施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
划工作方案》《江苏省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工作方案》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文艺生产创作勾
画蓝图、擘画未来；

设立江苏艺术基金、省级文化产
业引导基金、优秀文艺成果奖励资
金、优秀剧本创作扶持资金、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在资金扶持、资
源配置等方面为重大题材和精品佳
作提供保障。

伴随着今年国庆长假，2019紫金
文化艺术节拉开大幕，戏剧、音乐、舞
蹈、书法、美术、摄影、群文活动等上百
场活动将在一个月内轮番登场，为全
省观众带来一场文化盛宴。紫金文化
艺术节和2015年创办的南京森林音
乐会、2016年创办的紫金京昆艺术群
英会、2017年创办的扬子江作家周，
以及紫金合唱节、百家金陵画展等，形
成了以综合性活动为龙头、专业性活
动为支撑的品牌活动体系。

节庆活动、文艺院团、剧场剧院、
影视基地、戏剧街、作家村……它们为
江苏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载体和阵地保障。国庆期间，石小梅、
孔爱萍、施夏明三代昆曲人共同演绎
的精华版《牡丹亭》在江苏大剧院上演，
这是省昆的看家戏，也记录着昆曲从
辉煌到寂寞再到复兴的轨迹，施夏明
说：“我们要让一代又一代人通过这些
作品，感受水磨腔柔软而坚实的力量，
触摸汉语文学的隽永，读懂华夏文明
的深沉底蕴，这是江苏文艺人的使命。”

德艺双馨，人才“金字塔”青
蓝相继

毕飞宇和庞羽、周梅森和宋世明、
张继青和单雯、顾芗和朱雪燕……一
对对师徒携手并肩走上红毯，在树叶
形的卡片上签名再贴到会场入口的

“艺术之树”上。
今年4月12日，江苏文艺“名师

带徒”计划在南京启动，来自文学、戏
剧曲艺、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民间工
艺美术等五大门类的100位名师，通
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培养扶持100名
文艺英才。我省为“名师带徒”计划
设立了3年3000万元的专项经费，
力度之大全国罕见。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一切
事业的根本。我省把人才队伍建设作
为文化强省建设的核心，努力培育一
支领军人才强、艺术门类全、梯队层次
完备的“文艺苏军”，形成了领军人才、
文化英才、优秀青年艺术家共同组成的

“金字塔”形人才队伍。 ▶下转7版

“文艺苏军”，精品为阶攀“高峰”
——我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五年成就巡礼

“‘牌子乱象’是形式主义的一
种表现，必须坚决清理。”江苏省委
常委会近日对当前存在的“挂牌乱
象”严厉发声，直指其积弊“靶心”，
并讨论部署清理规范实施方案，释
放出更大力度、更快进度推进基层
减负的强烈信号。

挂牌，本是一种“公示”和“告
知”方式，让人知晓单位职能，为群
众办事提供便利。但近年来，“挂
牌”之风越刮越烈，一些基层单位甚
至达到“牌满为患”的夸张程度。有
媒体报道，一个村委会最多时挂
215 块牌子，光做牌子一项就花费
不菲，群众还被弄得眼花缭乱、一头
雾水，完全背离“挂牌”初衷，成为基
层不能承受之“重”。

一块块牌子“上墙”，意味着一
项项责任的“落地”、一条条任务的

“下沉”。 ▶下转7版

摘
除
形
式
主
义
的
﹃
牌
子
﹄

陈
立
民

新一期《中国乡镇综合竞争力
100强》前不久发布，面积不足20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仅有2.5万的
江阴新桥镇跻身全国50强。

以亩产GDP衡量，新桥以约占
全国五十万分之一的土地、五万分
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五千分之一的
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以宜居
程度为标，新桥“三集中”引领全国，
公共服务效能和城镇管理水平智慧

先行；以生态环境考察，新桥的绿化覆
盖率达到46%，镇在林中、路在绿中、
房在园中、人在景中……

“新桥，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
新桥镇党委书记顾文瑜说，以打造全
国最具活力的特色小城镇为引领，新
桥镇将大力提升产业转型、城镇建设、
生态文明、民生福祉和社会治理水平，
探索一条镇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下转5版

江阴新桥打造全国最具活力特色小城镇

“专特精”引领镇域发展

14日，在东台市五烈镇广袤的田野里，一台台隆隆作响的收割机欢快作业，收割成熟的水稻。今年，五烈镇水稻生
长过程中采取绿色防控措施，有效控制了水稻病虫害的发生，经专家测产，产量比上年增长15%左右。

练益华 何国庭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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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以

“奋斗”为主线，通过大型音乐舞蹈史
诗的形式，全要素运用交响、合唱、舞
蹈、朗诵、情景表演等舞台手段，再现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国
家富强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获赞

“为人民树碑、为新中国立传、为新时
代放歌的艺术作品”；9月30日至10

月7日，我国电影票房以50.5亿元创
同期历史新高，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点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
长》《攀登者》领跑，创作者通过类
型化创作和艺术创新，与观众的爱
党爱国信念和拼搏奋进激情共鸣共
振……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是艺术创作
从高原向高峰的奋力冲刺。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
重要讲话发表五年来，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呈现出令人振奋的
崭新图景——

作家艺术家不断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进一步深入生活聚
焦现实，潜心创作深耕不辍，用心用
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

▶下转5版

奋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