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陶宇东 版式：张晓康

要闻 16星期三 2019年10月2

本报讯 15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许仲梓在常州开展主任接待代表日活
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贯彻实
施情况面对面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建议。

许仲梓一行赴常州市中医医院走
访省人大代表，并考察了孟河医派博览
馆和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座谈会上，
省及常州市人大代表围绕中医药法贯
彻执行情况，结合本职工作和调研提出
意见建议。许仲梓对代表们认真履职
尽责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
发展中医药的方针政策，推动我省中医
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推进“健康江
苏”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各级人大代表
要把讲政治贯穿代表履职各方面和全
过程，提高政治站位，维护改革发展大
局；要增强履职意识，提升履职能力，树
立代表良好形象；要密切与人民群众联
系，倾听民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汇
集民智，发挥好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桥
梁纽带作用，为推进江苏高质量发展作
贡献。 （赵 昕 陈月飞）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接待代表日
活动在常州举行

本报讯 10月 15日，由省委宣传
部指导，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等单位联
合主办的第四届澳门国际文化艺术品
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会在澳门开幕，
带给观众一道丰富的文化大餐。副省
长王江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会，共有200家企业参展，
260名艺术家携1500多件艺术品精彩
亮相。展览汇聚了众多具有江苏特色
的文化艺术作品，包含国画、版画、核
雕、刺绣、水晶、陶瓷、紫砂、宋锦、剪纸、
文创产品等。第五届“紫金奖”文化创
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第六届参赛作品

亮相文创企业展位。
本次展会将持续至10月18日，期

间将举办10场专业论坛，以及大湾区
采购商对接会等配套活动。展会积极
响应国家将澳门建设成“以中华文化
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的交流合作基
地”的目标，积极配合澳门“一中心、一
平台、一基地”建设，不断促进苏澳深
化合作。我省将持续努力，将展会打
造成立足江苏、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同
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文化艺
术品的国际交易平台。

（许海燕 吴雨阳）

第四届澳门国际文化艺术品
暨非遗展览会在澳门开幕

本报讯 10月15日，全省设区市
主题教育推进会在南京举行，落实中央
和省委相关要求，部署安排下一阶段主
题教育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郭文奇
出席并讲话。

我省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
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要求，以有
力举措推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形成组
织推动力度大、学习教育抓得紧、问题
整改措施实、方式创新有实效的鲜明特
色，呈现出良好态势。

郭文奇充分肯定我省前一阶段主
题教育工作情况后，要求深入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学习中央第二批主题教育推进
会和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会议部署
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做好第二批主题
教育“后半程”工作。

郭文奇要求，政治站位要再提高，
把主题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抓
在手上，以更深的认识、更高的标准、
更好的效果把主题教育不断引向深
入；理论武装要再强化，始终聚焦主线
不偏离，持续深化学习不松劲，坚持紧
贴实际不走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
深入；整改力度要再加大，调查研究奔
着问题去，解决问题突出重点改，专项
整治上下联动抓，以正视问题的自觉
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解决突出问题；推
进措施要再细化，对象上一兜到底，内
容上不打折扣，领域上全面过硬，让每
个支部每名党员都参与进来发挥作
用；工作责任要再压实，进一步强化一
把手责任，进一步强化督促指导，进一
步强化开门抓教育，确保主题教育各
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郁 芬）

全省设区市“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会召开

30多年扎根地下电缆管道，从
一名电缆“门外汉”成长为国家电网
技能专家，先后获得15项国家级创
新成果、29项国家专利……这个励
志故事的主角，就是现任国网南京
供电公司苏逸电缆部主管的退伍军
人陈德风。

陈德风1986年刚退伍时，没有
一点电工专业基础，有的只是军人
的一腔热血。他回忆说，“第一次爬
电线杆，别人不敢上，我硬着头皮爬
上去，上去之后就不敢下来了；15米
高的电线杆要挖3米多深的杆洞，没
有打桩机和挖掘机，得一锹一锹地
挖；设备搞不懂，找来说明书一页页
地学；技术不过关，下班后拿备用电
缆反复练。”军队培养了陈德风直面
困难、永不言败的性格，凭着一股钻
劲儿，他硬是从电路图都搞不清楚，
成长为如今业内公认的电缆“大拿”。

变形的手指和手上的老茧，是陈
德风成长的印记。绝缘半导电层的
剥切需要玻璃片刮擦，尺寸误差要控
制在1毫米之内，手指肚常年按压玻
璃片，导致陈德风拇指和手掌相连的
关节变形突出将近90度。绝缘屏蔽
口是电缆精度要求最高的关键部位，
为了不伤及绝缘层，陈德风经常抓着
砂纸打磨，长期下来，食指、中指、无
名指的第一关节都长出一层厚厚的
老茧。陈德风常说，“是不是个合格
的电缆工，看看大拇指就知道了。”

陈德风有个习惯，口袋里随时
放一支笔，遇到问题全部记下来。
翻看陈德风的笔记，现场电缆安装
的尺寸、步骤、责任人，电缆选用的
长度、盘数、切割精度，都记录得清
清楚楚。入职以来，陈德风记了28
本笔记本、累计1.1万多页，叠起来
有一桌子高。

上世纪90年代，高压电缆安装
和检修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南
京所有电缆工程都由外国人独立施
工。陈德风当时参与新街口变电站
110千伏电缆的敷设，“日本专家根
本不让靠前，我们只能在‘棚子’外
递工具。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

要早日实现独立安装电缆。”
国外技术人员在南京安装电缆

时，陈德风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偷
师”。碰到跟踪现场安装流程时，他
尽力把安装的核心要素记在脑中，
等休息时再把流程图画到本子上。
由于陈德风肯吃苦、善钻研，他被选
送参加美国公司组织的高压电缆培
训班。经过半年多的系统学习，获
得理论和操作第一名，并取得江苏
省第一张国际认可的高压电缆安装
资质证书。1998 年，南京第一座
220千伏大行宫变电站开建，电缆和
附件均由日本生产。“日方提出接头
和终端安装需要一年，这哪里来得
及？我当时就要求我们自己来装。”
陈德风说。最终，他和团队在6个月
内独立完成所有施工，并一次性通
过试验顺利投运。这是南京首次无
外方支持的高压电缆工程施工，至
今保持着安全运行零事故的纪录。

2007年，南京供电公司成立了
陈德风劳模创新工作室。在他的带
领下，一项项创新成果先后诞生。为
解决电缆管口热胀冷缩问题，陈德风
和工作室成员认真研究国外的电缆
伸缩节成品，最终制作出的产品成本

仅为国外产品的七分之一。在220
千伏梅山钢铁厂、江北化工园的电缆
改造任务中，陈德风带领课题攻关小
组，成功研发出电缆弯道敷设滑轮
组、电缆蛇形敷设打弯器、电缆专用
固定夹具等器具，填补了我省220千
伏大截面电缆施工工具的空白。

一批批专业技术骨干从陈德风
劳模创新工作室走出。“每天从工地
回来，陈师傅都会问许多问题，答不
上来，就得第二天带着问题去工地
找答案。”陈德风的大徒弟周平说，
在师傅的严格教导下，他的专业技
术不断提高，成长为全省最年轻的
高级技师，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周平
技师工作室”。截至目前，陈德风劳
模创新工作室已成功地向省、市公
司输送了十多名技术骨干。

在陈德风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墙
上，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想要成
为技能高手，要比别人多10%的努
力；想要成为技术能手，要比别人多
10%的用心；想要做好创新带头人，
更要比别人多10%的热情。”

退伍不褪色，在新战线上，陈德
风以一颗初心守护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 鹿 琳

以一颗初心守护万家灯火
——记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苏逸电缆部主管陈德风

本报讯 10月15日，2019新时代
江苏旅游发展论坛在兴化开幕。副省长
费高云、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张润钢、省
旅游协会会长张卫国出席并致辞。

费高云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是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重
大任务。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
彻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推动乡村振兴走
在全国前列。一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所带来的农业农村变化，形成了发展
乡村旅游最丰富的资源，正推动乡村旅
游成为旅游消费中增速最快、潜力最
大、带动性最强、受益面最广的领域。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乡村旅游接待人数

已达2.6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0.8%。
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又是助力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不仅在解决“三农”问题、
拓展农业产业链、助力脱贫攻坚、统筹
城乡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
是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成果的传播
阵地。张卫国说，乡村旅游是江苏旅游
板块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全省拥有
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1个，中
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5家，全国特
色景观旅游名镇（村）30个，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13家，我们之所以把论坛
放在兴化举行，就是要按照中央和省的
要求，进一步推动我省美丽乡村建设和
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

（赵晓勇 史道智 吴俊翔)

2019新时代
江苏旅游发展论坛开幕

本报讯 10月 15日晚，由江苏省
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演艺集团出品的
新创歌剧《周恩来》，应中央音乐学院之
邀，在革命圣地延安成功演出。江苏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陕西省委
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陕西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牛一兵等领导同志与
延安各界群众共同观看演出。

歌剧《周恩来》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
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年来，江苏
出品的第五部原创歌剧。该剧选取周恩
来总理生涯中几次“化危机为转机”的重
要场面作为叙事主线，穿插以“湘江之
战”“遵义会议”“万隆会议”等闪回时空，
用歌剧这一世界艺术语言，再现了他的
卓著功勋和崇高风范，抒写了他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
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

歌剧《周恩来》的演出，在延安干

部群众中引发了热烈反响。徐新荣表
示，此次演出充分体现了苏陕一家亲
的深厚情谊：“1973年周总理回延安
临别时说，‘等延安建设好了我再
来’。延安人民一直期盼着这一天。
今天，总理家乡人民把歌剧《周恩来》
带给延安，还了周总理一个心愿，也圆
了延安人民46年的梦。”

“周总理的政治智慧、一心为公的
广阔襟怀，影响了我们一代人，起初担
心歌剧形式能否艺术再现周总理，看完
后很惊喜：《周恩来》旋律非常动听，演
员的表演和演唱都很感人，不仅立住了
周总理的形象，也立住了我们中国人独
立自主、自信自强的民族品格！”延安市
民冯忠义说。据了解，延安演出后，该
剧还将作为2019紫金文化艺术节新创
舞台剧目，于10月20日在江苏大剧院
与江苏观众见面。 （冯圆芳）

江苏原创歌剧《周恩来》
在延安成功演出

配图为歌剧《周
恩来》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万程鹏摄

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又“盛开”
了。挟着梅花一缕魂，一株株海棠映
照着周总理的铮铮风骨，也映红了革
命圣地延安的天空。10月15日晚，
延安大剧院座无虚席，由江苏省委宣
传部指导、江苏省演艺集团出品的新
创歌剧《周恩来》，应中央音乐学院之
邀，在革命圣地延安成功演出。

《周恩来》“回”延安，
是致敬也是圆梦

帷幕缓缓拉开的一刻，坐在台下
的，无论是延安的乡亲，还是特意从
江苏赴延安观看演出的领导及媒体
记者，共同的心情是期待、感动和激
动。对江苏歌剧来说，这是在习近平
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
表五年来，继《运之河》《鉴真东渡》
《郑和》《拉贝日记》后又一次远航；对
中国原创歌剧来说，这是第一次以歌
剧这一世界艺术语言对周恩来进行
演绎。而“《周恩来》+延安”的组合，
更具有特殊的意义：用陕西省委常
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的话说，

“1973年周总理回延安临别时说‘等
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延安人民一
直期盼着这一天。今天，总理家乡人
民把歌剧《周恩来》带给延安，还了周
总理一个心愿，也圆了延安人民46
年的梦”。《周恩来》落地延安，是致
敬，是回归，也是圆梦。

一道朱红的雕梁画栋，简单的书
桌、沙发、地球仪，和一盏永远亮着的
台灯，构筑了歌剧《周恩来》故事的主
要发生地点——周总理夫妇生活和
工作的西花厅。男高音歌唱家王传
越饰演的“周恩来”出场之际，正是新
中国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却遭遇苏
联撤走专家的时刻。台上的“总理”，
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标志性的步态，
眉眼间透露着坚毅的光芒，又略带忧
虑，举手投足间既有着青年时期的潇
洒俊逸，但更多的是大国总理的翩翩
风度。面对困境，当他慷慨吟唱出

“天大的困难，我们昂起头，我们腰不
弯，我们勇敢承担，承担……”时，观
众悬着的心放下了：没错，这就“是”
总理了。

泪水伴着掌声，
延安观众迸发真情

为了让歌剧舞台上的总理形象立
得住，该剧执行导演、曾饰演过周总理
的表演艺术家郝光，专门为王传越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造型及形体指导：总
理是怎样说话的？他走路的姿态如
何？包括总理标志性的浓眉，等等。
但王传越说，外表上的“像”仅是皮毛，
歌剧必须用音乐把握好周总理的形象
本质：“什么是总理的形象本质？他在
不同历史时期决断国家事务、处理国
际关系、对待人民的态度，决定了他是
那个独一无二的周总理。”

担任《周恩来》作曲的中央音乐
学院教授唐建平把总理形象的关键
词归结于“大爱”：对民族、对人民的
大爱。于是他调整了自己最开始的
创作思路，以音符来诠释情感而非贴
合情节，将表达的重点放在传递总理
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上，“要让每一
个音符都把总理那亲切感人的形象
栩栩如生地推到观众面前。”

编剧冯柏铭、冯必烈精心地对不
同时空进行充满意味的剪裁和勾连。
舞台时间从1960年闪回至长征时期
红军血染湘江、损失惨重的存亡一线，
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就中国革
命何去何从展开激烈辩论：冲天火光
中，红军战士端着枪在狂风暴雨中艰
难行进，合唱声悲壮而急促，悬于舞台
上方的巉岩似欲倾坍，但战士手中挥
舞的红旗仍是昭示希望和信念的一抹
亮色。这段闪回既是以周恩来视角对
中国革命史的一次回顾，也是对当下
（1960年）中国发展困境的启示：中国
的路，要靠中国人自己走。

另一段闪回切入了1955年万隆会
议。与会亚非国家代表纷争之际，周恩
来代表新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这一
刻，舞台上陡然亮起的金色光芒，和一
旁摄像师定格历史的“咔嚓”声，暗示泱
泱大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已载入史册。

“要把周总理的一生凝聚在短短
两个小时中，就需要围绕主题对素材
进行剪裁、提炼，因此我们选择了周
总理的几个‘站出来’的时刻，凸显他
的睿智勇毅，和有所担当的博大襟
怀。”《周恩来》总导演邢时苗说。

随着剧情的推进，台下观众的情
绪越来越高涨，当看到刚做完手术的

“周总理”深夜伏案工作的灯下剪影，生
命即将走到终点之际仍然惦记老少边
穷地区脱贫、祖国统一大计，观众们越
来越清晰地触摸到了总理心中那无言
的大爱。不少观众，已是泪湿眼眶。55
岁的延安市民冯忠义激动地说，没想
到，歌剧舞台上也能立住中国总理！

“如果你只是自己动情得流泪，但
观众没有流泪，那你的表演就是失败
的。”邓颖超饰演者宋元明说。曾主演
《唐·璜》《费加罗的婚礼》《图兰朵》等西
方歌剧经典，此番转而饰演邓颖超这样

一位具有非凡胸襟智慧的女性，宋元明
感到压力很大：“一开始导演总跟我说，
你演得太‘茶花女’了！因为西方歌剧
的情感表达相对比较激烈、单纯、直接，
而在邓颖超这里，在个人家庭圆满和国
家大局面前，她必须选择后者，她作为
妻子的感情也就格外复杂。”

西花厅的海棠盛放得更鲜艳了。
罹患绝症的“周总理”在海棠树下和邓
颖超挥手作别，转身离去，继续投入工
作，这画面绚烂至极，悲壮至极，其蕴涵
的巨大张力使观众全程蓄积的情感达
到顶点，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今日之盛世，
正如总理所愿

唐建平深情地说，记得22年前来
延安，满目是黄土之色，如今草木葱
茏，高楼林立，此次演出的延安大剧院
更是高规格的艺术殿堂。王传越说，
联想到歌剧《周恩来》中总理病重时对
延安革命老区的惦念，就更加感慨今
昔之变：“他临终时说这里‘目力所及，
却见黄土连天，变化甚小’。如果总理
能看到今天的延安，他又该作何反
应？”歌剧的尾声，大屏上一幅幅展现
今日之中国蓬勃发展的画面——国庆
70周年阅兵、“蛟龙”号入水、嫦娥号飞
天……这盛世，正如您所愿！

对参加歌剧中合唱的延安市延
安新区第一小学的学生来说，能以歌
剧艺术的形式贴近伟大总理的心灵
世界，于他们而言是成长历程中一次
珍贵的精神洗礼。

延新一小刘子轩说：“开国大典
时，周总理说，飞机不够就飞两遍。今
年国庆阅兵，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
我们的飞机不仅多，而且强大，有歼-
20、歼-16和歼-10C，应有尽有。”

延安市民周先生说：“在家门口欣
赏歌剧《周恩来》，心中的感动之情实
在无法言表，特别是歌剧结尾时，周总
理临终之前仍然挂念我们革命老区人
民，那一段就取材于真实历史：1973
年，周恩来阔别延安26年后，又重新
回到这里追寻革命初心——我想这也
是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的理由。”

歌剧《周恩来》成功演出，令乐队
指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对中国歌
剧的未来充满希望，“从《白毛女》《江
姐》《洪湖赤卫队》等深入人心的歌剧来
看，中国观众其实很能接受这种‘音
乐+戏剧’的形式，特别是去年江苏原
创歌剧《拉贝日记》入围2018年国际歌
剧大奖，更坚定了我对中国歌剧能够收
获观众喜爱的信心。我希望该剧在收
获中国观众认可的同时，也能借着国际
语言走向世界，令世界人民感受到大国
总理的风范。” 本报记者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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