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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体整治督查公示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生态环境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联合开展黑臭水体
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2018
年5月8日至5月22日，对我市进
行现场督查， 督查举报电话为
87362200，欢迎关注“城市水环

境公众参与”微信公众号，在线
举报身边的黑臭河道。

本报记者 周晗

“知礼仪，勤读
书，修身齐家走天
下；多积善，懂感恩，
厚德载物福泽远。”
近日，汶河小学副校
长蔡培培带领学生
来到扬州家风展示
馆参观学习，聆听一
个个给人启迪又感
人至深的家风故事。

扬州家风展示
馆建成开放以来，迅
速掀起观学热潮。展
馆大门口有一副对
联：“承淮左家风，敞
开怀抱纳今古；续竹
西庭训，蔚起乡邦灿
斗牛”，吸引着每一
名前来参观的人驻
足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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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家风展示馆对外开放引起观学热潮

好家风涵养正能量
良好的家风启迪当下，影响未来

“扬州历代以来优秀的传统
家风文化源远流长，如何才能参
学而思之，见贤而思齐？这副对
联是在告诉我们，馆内家风故事
多，我们要传承优良家风，铭记
竹西庭训，让素有‘斗牛之野’的
扬州古代家风文化与现代家风
文明传承兴盛，名驰大江南北。”
江苏省楹联学会副会长、楹联作
者曹永森义务为参观者当解说
员。

家风的建设传承，影响一个
人的一生、一个家庭的现在和未
来、 一个民族的传统与创新。在
家风展示馆内，集中展示了五个
板块、45个家风传承典型。

“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华夏儿女最

真挚的情感共识和最浓烈的精
神底色。历史长河中，众多仁人
志士用他们的价值追求、使命驱
动和责任担当厚植起家国天下
的博大情怀。”曹永森认为，良好
家风涵养正能量， 能够启迪当
下，影响未来。

扬州家风展示馆最大的特
色之处在于，不仅展示着古代扬
州优秀的家风文化，还将当代的
身边人、身边事的好家风典型家
庭故事展示出来，还在配有专业
讲解员的同时， 邀请朱自清、阮
元后人， 当代家风典型人物李
华、黄叔怀等客串讲解一个个家
风故事，让人们能够更加真切地
感受到，构建和传承好的家风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传递新时代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

随着曹永森的引介， 我们
深入家风展示馆展厅， 用心聆
听着包括古代家风传承代表人
物，曾受到大儒阮元点赞的“六
朝数伟人，谢傅名独震”谢安氏
的家风文化，“亮节孤忠、 气壮
山河”的史可法英雄家风，宝应
王式丹、王懋竑“惟愿子孙辈宣
力国家”忠于国家的家训，曾在
清代扬州梅花书院任教的洪亮
吉 “孝悌仁厚 ”家规 ；近代仪征
“盛氏三杰”之“走在人前，站在
人前”的家训，以“清风劲节”立
身的朱自清“心有家国，一身正
气 ，崇德向善 ，清廉自律 ”的清
廉家风。

当代有“深学业、尚勤俭”的
科学家束星北家风，有以满腔赤
子深情援疆，“为病人解除痛苦，
还病人健康是我最大的幸福”的
白衣圣人吴登云新时代家风，还
有“敬业奉献，博爱清廉”的高仁
林家风，“情系国防好军嫂”陈巧
云家风，“小巷总理” 李华家风，
“为学日益，树德务滋”黄叔怀书
香味浓的家风，戈宝楗“勤勉研
学，厚德处世”家风……从历代
名人望族的家规家训，到当代百
姓的嘉言懿行，虽然各自的家规
家教形式不同，却都在传递着一
个个家族家庭甚至是一个时代
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

政 务 速 递

有谁想成为“史诗级迫降”经历者？
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

在从重庆飞往拉萨时， 驾驶舱右座
前风挡玻璃突然破裂脱落。 由于失
压， 驾驶舱气温迅速下降到零下40
多摄氏度，大多数仪表都已失灵。从
9900米高空到最终着陆， 机长刘传
健和他的3U8633航班经历了惊心动
魄的20余分钟。据官方通报，备降期
间右座副驾驶面部划伤、腰部扭伤，
一名乘务员在下降过程中受轻伤 。
川航已协助旅客安排后续出行 ，相
关后续保障有序开展。

机长刘传健在关键时刻的冷静

处理和科学应对， 不禁让人想到了
电影 《萨利机长 》。这部影片由2009
年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迫降事件航
班机长切斯利·萨利·萨伦伯格的真
实英雄事迹改编， 讲述了萨利机长
在发动机失效的情况下， 成功迫降
拯救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故事。
刘传健也被网友们称为 “中国版萨
利机长”。

无论以怎样的视角观察， 刘传
健和机组成员， 都值得点个大大的
赞。事故发生后，面对“副驾驶的身
体已经飞出去了一半， 半边身体在

窗外悬挂”，机长还是沉着应对，“靠
毅力在掌握方向杆”，从准备备降到
成功降落用了27分钟； 乘务员也迅
速进入状态， 开始安抚大家……机
组人员紧急时刻沉着冷静的专业处

理，真正体现了职业素质，讲述了什
么叫“职业人”。

这是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也是
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现在，围绕“川
航迫降”有着各种赞誉，甚至还有类
似“世界级迫降”“史诗级迫降”这样
的词。面对拯救了一机乘客生命的英
雄机长表达敬意是应该的，只是我们
有没有想到，如果可以重来，有谁想

成为“史诗级迫降”经历者？
冷静是一个优秀机长的必备素

质。即便在事后叙述中，机长刘传健
也表示出了冷静素质。 他表示，“天
气帮了很大的忙。 今天早上几乎无
云，能见度非常好，如果是伴随降雨
或者天气状况不好的话， 后果无法
预料。”在这样的陈述中 ，可以看出
这次“史诗级迫降”有着相当大的偶
然性。“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哪怕
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 “史诗级迫
降”，对于经历者来说 ，恐怕都不想
再次经历。

没有安全感就没有幸福感 ，最

好的出行其实就应该是平淡无奇 ，
平常的不会在记忆中留下任何印

迹，不是波澜起伏，不是创造什么记
录。一场事故发生后，背后总有几个
为什么。 如果缺乏自觉和有力的反
思，那就不足以从事故中吸取教训，
不足以防微杜渐， 防止事故的再次
发生。

这次航班的乘客， 应该庆幸遇
到了一位英雄机长， 但航空安全不
能总是依靠英雄机长 。 资料显示 ，
1990年6月10日，英国也有一架航班
出现了类似事故。据事后调查，该客
机曾在出事前 27小时更换风挡玻

璃，维修人员在更换风挡玻璃时，没
有使用标准的而是更细的螺丝 ，造
成风挡玻璃在飞行途中脱落。 这起
事故的原因是否也是螺丝的问题 ，
还是玻璃材质、 外来物撞击以及其
他方面的问题， 应该也会有一个明
确的结论。对此的追问，是对机组和
乘客的最大尊重， 也是航空安全的
最大保证。

英雄机长通过过硬素质赢得了

尊敬， 但没有谁想成为 “史诗级迫
降” 经历者， 没有必要去刻意渲染
“世界级”“史诗级”。其实，飞机作为
最安全的交

通 工 具 ，安
全性就是建

立在吸取经

验教训基础

上的。

推动扬州企业做强做大

我市与上交所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

本报讯 （记者 嵇尚东）
昨天下午， 扬州市政府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签订战略合作
备忘录， 双方围绕重点企业
提供改制上市、兼并重组、发
行公司债等金融服务， 开展
全面、深入、长期的合作，建
立稳定的合作机制。 市委常
委、 常务副市长陈扬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张冬科
分别代表双方签字。

今年以来， 我市企业倍
加洁、 亚普股份相继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陈扬会见
张冬科一行时表示， 感谢上
交所对扬州企业上市工作的
支持， 扬州正在推进企业上

市 挂 牌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
2018—2020年， 我市将力争
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15家以
上， 希望企业上市工作能得
到上交所专业人士的指导和
服务，同时，希望在企业资产
证券化、 发行公司债等工作
的具体操作上得到上交所的
辅导。

会见前， 张冬科一行先
后考察了我市扬力集团、亚
普汽部件。张冬科说，扬州企
业踏踏实实做产品， 管理理
念先进，企业家有情怀。上海
证券交易所希望和扬州市政
府合作， 推动扬州企业利用
资本市场做强做大。

传承八怪遗风 推动文化繁荣
《李亚如书画作品集》同步面世

纪念李亚如先生百年诞辰《李亚如书画作品展》昨开幕

本报讯 （记者 黄静 ）
在我市著名书画家、作家、剧
作家李亚如先生百年诞辰之
际，昨天上午，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新局、市文物局、市文
联联合举办的 《李亚如书画
作品展》在市美术馆开幕。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龙，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妍，副
市长余珽， 市政协副主席王
克胜出席开幕式。

李亚如，江苏扬州人。生
前为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
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华
东作协会员。 李亚如是现当
代扬州书画界的领军人物。

李亚如一生致力于 “扬
州八怪” 优秀传统的研究和
推广， 他的书画艺术继承发
扬了“扬州八怪”关注现实、
敢于创新的优秀传统。 对家
乡扬州有着深厚情感的李亚
如先生，为了宣传扬州、宣传
推广扬州的历史与文化，先
后在北京、 上海等地举办画
展， 大大提升了扬州的城市
知名度。

此次画展共展出先生生

前创作的近200幅作品，取材
源于生活，涵盖山水、花鸟、人
物，书法作品真、草、篆、隶、行
皆有所长，巨制、小品、立轴、
横披各有千秋； 书法笔力雄
健，篆刻刀法古拙，画作妙趣
横生，诗书画印珠联璧合、浑
然一体，自成风格、新意盎然。
此次画展将持续至5月31日。

姜龙表示， 坚定新时代
文化自信， 推进扬州文化建
设高质量发展， 需要培养更
多的文化名家大家。 纪念李
老百年诞辰， 追忆他的艺术
成就、艺德风范，就是要继承
他融会贯通的治学精神、学
习他笔墨当随时代的创新品
格、 弘扬他德艺双馨的人格
风范， 就是要激励广大艺术
家们不忘初心、开拓创新、勇
攀高峰， 开启新时代扬州文
化繁荣兴盛的新篇章。

据悉， 为纪念李亚如先
生百年诞辰， 扬州市文联还
编印了 《李亚如书画作品
集》， 并将该书赠予市档案
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等单
位，以飨读者。

扬州家风展示馆外景。

宁启 铁 路 自
2015年5月15日开
行动车以来，改变了
扬州没有动车的历
史，也改变了扬州市
民的出行习惯。据
悉，动车通行两年以
来，扬州站日均客发
从4370人次增长至
7925人次，增长近
一倍。

宁启动车通行两周年———

扬州站日均客发
增长近一倍

目前日常运行动车27趟

宁启铁路沿江苏长江北岸贯穿苏中
地区， 其中南京至南通段复线电气化工
程于2009年7月开工建设，沿线共设15个
车站，扬州、江都、泰州等7站开通客运。
2016年5月15日，该段复线电气化改造工
程开通运营，并首次开行南通至南京、汉
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3对，苏中
从此跨进“动车时代”。

宁启铁路开行动车后， 扬州至南京
间最快运行时间由原来的1小时12分压
缩至48分钟；南通至扬州、南京、合肥间

运行时间分别压缩至1个半小时、2个半
小时、3小时20分左右；南通至汉口、重庆
间最短运行时间由原来的15小时38分、
28小时21分压缩至5小时40分、13小时左
右。 江苏中部城市至长三角其他城市及
我国中西部城市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

两年来， 铁路部门根据沿线旅客出
行需求多次优化列车开行方案。目前，扬
州火车站每天正常运行动车13.5对，27
趟 （其中D5517次列车不停扬州站），普
通列车11对共计22趟。

日均客发增长近一倍

据统计数据显示， 扬州火车站2016
年全年共发送旅客209万人次，日均发送
5726人次；2017年全年共发送旅客258万
人次，日均客发7068人次。2017年比2016
年多发送旅客49万人次，增幅23.4%，日
均客发比2016年多1342人次。

“人数是一年比一年高，从今年1月
份到5月15日的数据来看，2018年还将大
大增长。” 火车站站长刘玉宏介绍，2018

年1月1日—5月15日共发送旅客107万人
次，日均发送旅客7925人次，同比2017年
发送的101.6万人次， 多发送5.4万人次，
日均多发送39人，增幅5.3%。

而在动车还未开通时， 扬州火车站
每年发送旅客人数是135万人次，日均是
4370人次。“按照目前的数据显示，2018
年的日均客发与动车没有通行之前，增
长了将近一倍。”刘玉宏介绍。

徐长胜 马南极 露莎

“清明”“五一”旅客最多，重庆方向最热门

动车开行以来， 哪些方向最为热门
呢？“动车开通以来， 可以说每一个方向
都很受欢迎， 其中重庆以及汉口的上座
率日常达到98%以上。” 刘玉宏介绍，高
峰期基本上是满员发车。此外，南京方向
平均客座率在87%，而在旅游旺季、节假
日也能达到98%以上。

那么客流量最高是什么时候呢？“单

日最高往往不是春运， 而是出现在 ‘清
明’、‘五一’小长假期间。”刘玉宏介绍，
动车通行以来这两年的 “清明”、“五一”
小长假， 扬州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都突
破了1.4万人次，最高当天为2016年4月7
日“清明”小长假期间，当天发送旅客达
到了1.85万人次， 创造了扬州火车站建
站以来的最高发送水平。

5月15日晚7时， 一列从
南京开往南通的动车驶出扬

州火车站。 庄文斌 摄

为推动社区廉政文化建设，丰富社区党员群众文化
生活，近日，冯庄夕阳红党支部开展廉政书法活动，大家
现场创作了廉政书法作品20余幅，并将部分赠送给社区
居民。 厉萍 蓓蓓 摄

好家风是抵御贪腐的无形“防火墙”

“扬州家风展示馆展示
的典型，或居功不傲、严于律
己 ，或廉洁奉公 、清白传家 ，
其优良家风世代相传、 历久
弥新，凝结成正谊明道、崇德
向善、忠贞诚信、耕读持家等
扬州家风文化的鲜明印记 ，
为党员干部树立了一个崇高
的精神丰碑和道德典范 ，堪
称时代楷模 。” 广陵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
李刘杰说。

良好的家风蕴含先人哲
思的朴素与厚重，浸润着中国
传统文化的深奥与滋养，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
础，是抵御贪腐的无形“防火
墙”。 传习和继承中华传统家

规家训文化，既是党员干部政
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坚定
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对今天
良好社会文化的培育和以良
好家风推动廉政建设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李刘杰表示，建设家风展
示馆，旨在进一步营造以敬老
孝亲和睦家庭、以明礼贤德教
化子女、 以诚信友善融洽邻
里、以涤风砺德滋润社会的氛
围，世代相传，永续弘扬。推动
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
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
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以良好的
家风淳社风、端政风、清党风，
为“强富美高”新扬州建设凝
聚强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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