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卞洁璟 王璐 ）
昨天 ， “新时代 新征程 新篇
章———大运河第一城扬州书画
作品展扬州巡展” 在宝应书法
艺术馆正式开展 ，80幅书画作
品反映了扬州砥砺奋进的新风
貌和扬州书画摄影艺术的最新
成果， 这也是该展览在北京展
出后回扬巡展的第一站。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
市文联主办，宝应县委宣传部、
宝应县文联、 市文联美术馆承
办，宝应县书法家协会、宝应县
美术家协会协办。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
后 ， “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新 篇
章———大运河第一城扬州书画
摄影作品展” 曾在北京中国文
联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展览 ，大
量画面精美、气势宏大、情节生

动的书画摄影作品， 触摸城市
发展强劲脉搏， 捕捉城市前行
辉煌足迹。 这也是扬州书画史
上首次晋京展览， 受到了中国
文联的高度重视。CCTV书画频
道 、《新华日报 》、新华网 、新浪
网等多家国内知名媒体均对活
动进行报道，引起巨大反响。

这次展览是“新时代 新征
程 新篇章———大运河第一城
扬州书画摄影作品展” 回到扬
州 ，在各县 、市 、区巡展的第一
站。巡展共展出80幅书画作品，
既有反映十九大精神的作品 ，
也有扬州书法家的作品， 集中
展现了晋京展书画精品的傲人
风采。

此次展览将在宝应展出至
18日，随后将赴高邮、江都等地
巡展。

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 扬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原副院长 （享受地市级的政治
生活待遇）， 离休干部施南川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 于2018年1月11日上午5
时08分在扬州逝世，享年95岁。

定于2018年1月13日上午9时在扬
州市西屏山殡仪馆举行遗体送别仪
式。

特此讣告。

施南川同志治丧工作小组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18年1月11日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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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份扬州市数字化城管综合考核结果
一、各区政府（管委会）考核得分排名

第一名：广陵区 96.00 分
第二名：邗江区 94.30 分
第三名：开发区 93.91 分
第四名：景区 93.05 分

二、市职能部门考核得分排名
并列第一名:
市城乡建设局 市园林局

市城管局 市民政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水利局

市邮政局 供电公司

城建控股公司 联通公司

交通产业集团 市广电总台

市体育局 摩拜

上述单位得分为 100 分。
第二名：电信公司 98.49 分
第三名：移动公司 98.33 分
第四名：市公安局 90.08 分
第五名：Ofo 66.80 分
第六名：Hellobike 25.27 分
第七名：Qbike 24.21 分
第八名：铁通公司 20.00 分

注：市环保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民防局、市文物局、市国土
局、市工商局、市文广新局、市房管局、市规划局本期无案
件，不参加考核。
三、各区所辖街办城管事件案件量
（一）广陵区
曲江街道 2628 件 东关街道 1753 件
汶河街道 1172 件 文峰街道 213 件
湾头镇 935 件
（二）开发区管委会
文汇街道 775 件 扬子津街道 399 件
（三）邗江区
邗上街道 915 件 蒋王街道 9 件
双桥街道 1006 件 新盛街道 302 件
西湖镇 124 件
（四）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瘦西湖街道 57 件 梅岭街道 436 件
城北乡 47 件 平山乡 116 件
从各街道辖区事件案件发生数来看，差距较大，请相

关职能部门和街办加大管理力度，下力气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

注：各区政府（管委会）、市各职能部门月度考核满分
为 100 分。

火爆 四万多人报名
幸运 一万多人中签

2018年扬马半程项目抽签结果揭晓———

本报讯 （记者 孔茜） 昨天
上午10:00，2018年扬州鉴真国际
半程马拉松赛半程项目的抽签正
式开始。 数分钟后，13349个参赛
名额全部产生。

2018年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
拉松赛半程项目报名工作已经结
束，由于报名人数超出了额定的2
万人，按照规定，组委会于昨天上
午举行抽签仪式。 市体育竞赛管

理中心负责人、 抽签计算机程序
设计和测试公司技术员、 市民和
跑友代表、媒体代表、市公证处两
名公证员参加了抽签活动， 共同
见证2018扬马半程参赛选手的产
生过程。

2018年扬马半程项目自2017
年12月26日12点开始报名， 报名
情况异常火爆。 截至12月31日17
点，共有42224人通过扬马官网和

微信公众号报名成功。根据规则，
组委会启动计算机随机抽签方式
决定参赛资格。

昨天上午10点， 市竞赛管理
中心主任杜斌按下抽签启动键，
所有抽签池选手数据在电脑屏幕
上快速滚动，仅仅几分钟，中签选
手名单全部产生。除铁杆选手、公
益选手、荣誉选手、速度选手、高
校代表队选手等共6651名各类免

抽签选手外 ， 计算机从其余的
35573人抽出了 13349个参赛名
额 ，中签率为37.52%。计算机抽
签程序公司技术员对抽签程序设
计和测试做了说明； 市公证处公
证员对抽签过程进行公证。 组委
会特别提醒，所有中签选手须于1
月16日14点之前通过扬马官网支
付报名费， 逾期将视作放弃参赛
资格。

“知识跨年”
是新时代的新气象

踏入2018年， 热闹的央视及各大卫视跨年晚会让许多观众意
犹未尽。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不再一味比拼
明星，舞美、创意成为主角，“知识跨年”成为了主流。

当人们还把跨年晚会当成新生事物时，今年又出现了“知识跨
年”。据了解，浙江卫视推出了“2018思想跨年盛典”，广东卫视请来
了一些财经名人，深圳卫视再次提供了一场知识演讲。让人想不到
的不仅出现了“知识跨年”，而且这些没有小鲜肉、不请流量明星的
“知识跨年”还很火。

仔细想来，出现这样的现象又很正常。当我们以文化视角回顾
过去一年时，央视的《诗词大会》《朗读者》以及正在热播的大型文
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显然是不得不提的文化现象。按照传统认
识，这些节目大可打入“叫好不叫座”的冷宫。但事实让戴着有色眼
镜的人一再大跌眼镜，这些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节目，不仅获得了
口碑，且获得了金杯，即便在市场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如果说这些节目还打着传统烙印的话，那么再看互联网。中国
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8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
示，55.3%的网民有过为知识付费的行为， 满意度达38%。 受此驱
动，2017年8月，知识付费用户突破5000万，市场预测行业全年经济
规模达500亿元。这真是一个知识消费的春天，而其背后，正如罗振
宇所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对学习的需求日益强烈。有着这
样的文化生态，出现“知识跨年”，以及“知识跨年”受到欢迎，难道
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

当然，面对“知识跨年”的出现，并不是说现在对知识的重视就
完美无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一个美好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有
着美好导向的社会。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显然是值得提倡的社会
导向。在现实中也确实看到，还存在一些不公平的机制，以及存在
一些对知识和人才的挤压。这也提醒我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事要做。但谁也不能否认，现在对
知识、对人才的重视，确实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拥有知识的人才
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风口。

正是因为看到了知识的无限价值， 很多人产生了一种知识焦
虑，知识消费也成为一种潮流。作为一种集体焦虑，难免会产生一
些非理性。正如我们看到的知识消费，还存在很多的泡沫，很多人
只是基于关注网红而关注知识。 换而言之， 知识本身的力量与魅
力，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但同样作为一种消费现象，在对知识的
消费与对综艺的消费中， 在对知识网红的选择与对流量明星的选
择中，到底把票投给谁，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因此，不必因为知识
消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对知识消费拳打脚踢。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尼尔·波兹曼认为，以电视为主要信息
媒介的当代文化正因为其娱乐化、庸俗化、碎片化而逐渐失去生命
力。很难说现在出现的“知识跨年”与寻常所见的综艺消费有什么
本质区别，但不管如何，还是应该看到其积极性新鲜性。娱乐影响
文化，文化何尝不影响娱乐。“知识跨年”是新时代的新气象。

地震安全示范社区数
居全省首位

我市新增两国家级地震
安全示范社区，达12家

本报讯 （记者 王鹏） 日前，
扬州市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创建工
作再传捷报， 高邮市高邮镇康华
社区、 仪征市真州镇红叶社区被
中国地震局认定为“国家级地震安
全示范社区”， 全市国家级地震安
全示范社区数量增至12家，居全省
首位。

此前创建成功的国家级地震
安全示范社区分别为广陵区曲江
街道文昌花园社区， 邗江区卜桥
社区、康乐社区、石桥社区、文昌
社区、安平社区，高邮市高邮镇琵
琶社区、 高邮经济开发区九园社
区， 仪征市新城镇新北花苑社区
和江都区仙女镇云峰社区。

扬州市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创
建工作自2009年启动以来， 在营
造政府主导、社区为主、家庭广泛
参与、 居民普遍关注的防震减灾
社会氛围和促进城市防震减灾综
合能力全面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260名志愿者代表集中培训
本报讯 （吴丹） 昨天，市

文明办开展 《志愿服务条例》
（简称《条例》）培训活动。邀请
上海师范大学慈善与志愿服务
研究中心主任张祖平为我市
260名志愿者代表深度解读《条
例》内容。这是自《条例》颁布实
施以来， 我市首次针对全市志
愿者开展的专场培训活动 。

“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
但志愿者更需要组织化和专业
化。”培训中，张祖平表示，仅凭
热情、爱心、体力难以回应复杂
的社会需求， 只有更多地发挥
个人的专业智慧和经验， 服务
于公共社会利益， 才能从更深
层面解决社会问题。

齐抓共管 提升路域环境
仪征公路站打好“263”专项行动攻坚战———

本报讯 （惠倩倩 肖栋） 去年以来，
仪征公路站全力打好 “263”专项行动攻
坚战，拆除公路两侧控制区内高炮、广告
牌、洗车铺等大型非标和建筑物，提升了
仪征市干线公路路域环境。

仪征公路站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
省“263”专项行动和交通干线沿线环境
综合整治方案下发以来， 各部门对内明
确责任，拟定工作计划，定岗定责；对外
积极开展宣传， 加强与公路沿线乡镇政
府对接， 通过齐抓共管提升辖区内干线
公路路域环境。

随着整治的深入推进， 各类疑难杂
症逐渐显现。为此，仪征公路站借助仪征

市政府“263”整治工作平台，联合9个乡
镇20余名联络员， 针对不同路段不同问
题专项对接，共同寻求解决对策。同时，
邀请市“263”办公室走访公路沿线各个
乡镇政府， 带着前期梳理出的问题和难
点 ，当面对接 ，上门督促 。此外 ，加强与
G40高速路政、仪征交通运政及仪征公安
交警部门合作， 开展超限运输治理及车
辆占道违停等整治，改善路域环境。

省艺术统考成绩
今晚可查
本报讯 （楚楚 ） 我

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
艺术专业省统考评卷工

作已经结束， 考生可于
今天20:00以后登录江苏
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

查 询 中 心 或 拨 打

16883850声讯台查询成
绩，考生成绩以《成绩通
知单》为准。

明天 14:00以后 ，考
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

门户网站查询中心自行

打印《成绩通知单》；不具
备条件的考生也可至市、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
查询成绩、打印《成绩通
知单》。

考 生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艺术类提前本科批
次的省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 （含文化线和专
业线 ）将于考生填报高
考志愿前公布 ，艺术类
高职 （专科 ）批次的省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
将于考生志愿填报后

公布。

校考合格人数不超计划数四倍

省201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出台———

昨天，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江苏省201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
业招生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我省明确，高校确定各专业校考
合格人数不得超过本校该专业在我省招生计划数的4倍。

我省艺术类专业按专业考试方式
的不同，继续设置传统院校志愿、平行
院校志愿和征求院校志愿三种。录取
批次设置为艺术提前本科批次和艺术
高职（专科）批次，其中艺术提前本科
批次下设3小批。

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的高校，省
高校招生委员会将根据各批次招生计

划数和考生的考试成绩， 综合考虑并
分别确定文化和专业省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 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及参
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招生的清华
大学等院校， 可自行划定本校艺术类
本科专业的文化和专业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 并在录取前报江苏省教育考
试院备案。 记者 楚楚

我省2018年对美术与设计类、音
乐类以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行全省
统一专业考试，其他艺术类专业由有
关招生高校自行组织专业考试。

根据教育部及我省艺术类专业招
生有关规定，高校艺术类招生原则上
应使用我省省统考成绩作为录取的专
业成绩依据，省统考未涵盖的专业，高
校可组织专业校考。省统考涵盖的本

科专业，高校若需补充考核，应面向我
省省统考合格生源组织校考。

民办高校、独立学院的艺术类本
科专业及所有高校的艺术类高职专
业， 如与我省省统考专业相同或相
近，须使用我省的省统考成绩录取；如
招收我省省统考未涉及的其他专业，需
要校考的，须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
批准后可对我省考生进行专业考试。

1. 选拔 包括省统考及校考

根据《办法》凡报考有关院校艺术
类本科专业的考生，如其所报考专业
是我省省统考涵盖专业，须参加相应
类别省统考且省统考成绩合格，方能
按招生院校的录取规则参加录取。省

统考未涵盖的其他艺术类专业， 考生
可不参加我省组织的专业省统考，且
不受省统考合格线限制， 如院校要求
考生须参加相应类别省统考且合格
的，考生须按照院校的要求执行。

2. 要求 坚持专业选拔标准

3. 录取 本科高职两大批次

扬州在行动“263”

“大运河第一城扬州书画作品展扬州巡展”走进宝应———

80幅作品展现
扬州新风貌

资料图片

展览现场。

●6651名免抽签选手
●13349名中签选手
●2万人共跑2018扬马半程

今年扬马迷你马

拉松报名通道开通时

间是2018年1月18日
10时，截止时间是1月
23日14时。 和半程项
目采用预报名和抽签

相结合的方式不同，
迷你马拉松采用的是

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
的报名方式。“建议报
名迷你马拉松的跑友

可提前登录官网注

册， 等报名通道开启
后 ， 可直接登录报
名。”扬马组委会工作
人员提醒， 迷你马拉
松项目选手年龄不

限，“但13岁以下（2018
年12月31日前满13周
岁）的报名者，须由监
护人陪同参赛， 并签
署免责声明， 陪同者
须与参赛者同时报

名，且项目相同。”

迷你马拉松
即将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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