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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人导演《秦时明月》暑期推出
国漫神作改编的同名舞台剧将全国巡演———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记者
昨获悉，继《仙剑》《三体》后，又
一个动漫大 IP《秦时明月 》改编
而成的同名舞台剧， 将于8月23
日登陆上海人民大舞台，之后将
开启全国巡演。 值得一提的是，
担纲此次舞台剧总导演的是，国
家一级演员、导演，扬州人沈磊。
同时，他也是《秦时明月》中琴师
高渐离的配音演员。

《秦时明月》堪称中国国产
动漫中的神作，讲述了秦朝末年
的传奇少年荆天明，在被通缉逃

亡的路上，与少年时期的项羽及
诸子百家相遇，最终历练成为盖
世英雄，影响历史的热血励志故
事。开播十余年来，累计推出五
部动画，积累亿万“秦粉”，收获
全IP端150亿的点播， 更在优酷
创下连续“霸榜”150周“周播排
行榜”冠军的纪录。

据了解，在此次舞台剧制作
班底方面，国家一级演员、导演，
扬州人沈磊担纲总导演，并且特
邀《三体》、《仙剑奇侠传》、《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 等剧主创加盟。

值得一提的是，沈磊也是《秦时
明月》 中琴师高渐离的配音演
员。作为国内粉丝无数的顶级声
优，沈磊曾为《仙剑奇侠传》里的
李逍遥、 徐长卿，《步步惊心》里
的四爷以及《花千骨》里的尊上
白子画等热播剧男主配音，典型
的小生声线和冷峻的音质让沈
磊备受粉丝追捧。

沈磊表示，他是在《秦时明
月》第三部时参与到高渐离的配
音中去的。“这个角色与我互相
成就，这部作品令我感受到了它

特殊的情怀和厚厚的历史传
承。”

沈磊透露，在舞台剧版本的
创作过程中，将会最大程度忠于
原著，对他而言，《秦时明
月》的历史情怀 、侠之大
义比炫酷的科技更重
要，“很早之前就和制
作组全心研磨剧本 ，
最大的目标是‘高
度还原 《秦时明
月》原著剧情
和精神’”。

儿时，父母认为知识改变
命运， 重视赵锦宝的教育。因
为家里条件有限，赵锦宝只上
过几年学 ，入伍之前 ，赵锦宝
的文化程度还是小学。但父母
对他的殷切希望， 让其难忘。
入伍后，赵锦宝一有机会就自

觉读书， 一点一滴获取知识，
他经常挑灯夜战看书学习，后
来自学考取了大专。

上世纪60年代，赵锦宝从
部队转业后，来到扬州参加工
作定居。

“心中若有信念的种子，

哪里都是扎根的沃土”， 赵锦
宝说 ，有了子女后 ，赵锦宝将
“要我学 ，学不好 ；我要学 ，学
得好 ”作为家风家训 ，激励子
女好学上进。

赵锦宝育有一子一女，儿
子考取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

毕业后留校多年，后回扬州工
作 ，成为某单位负责人 。女儿
也学有所成 ， 在上海同济大
学做教授 ， 他们的学习都靠
自觉。

好的家风代代传 ， 赵锦
宝的两个孙辈在异国求学之
余还勤工俭学 ，通过做翻译、
做销售等兼职工作，挣钱交学
费。

“细菌繁殖需一定温度条
件 ，10℃—60℃病菌生长繁殖
较快，食物容易变质。因此10℃
—60℃是 ‘食物的危险温度’，
其中37℃—42℃最危险。”洪昊

表示。
这样的天气， 哪些细菌会

引发细菌性食物中毒呢？ 据介
绍，最常见的是沙门氏菌，易受
污染的食品有肉、禽、蛋、鱼等。

此外还有葡萄球菌， 易受污染
的有奶制品 、糕点 、熟肉等 ；志
贺氏菌， 易受污染的有冷荤凉
菜等；副溶血性弧菌，易受污染
的有海产品、熟肉等；蜡样芽胞
杆菌 ， 易受污染的有剩米饭 、
奶、肉、豆制品等。

由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

疾病， 在我国居细菌性食源性
疾病的首位。 沙门氏菌中毒症
状以急性肠胃炎为主， 多数患
者无需服药即可自愈，但婴儿、
老人及体质差的患者需及时就

医治疗 ， 主要症状有呕吐 、腹
泻、 腹疼， 病程一般持续3—7
天。

他把革命信仰融合进家风家训里

八旬老兵的家国情怀

通讯员 刘君 本报记者 赵磊

“军旅生涯，是值得

我一辈子回忆的时光，

这段时光是对人生的历

练，充实而有意义。”曲

江街道中海玺园小区，

居住着一位81岁老兵，

他叫赵锦宝。他把自己

的革命融合进了家庭恪

守的家风家训里，传给

子孙后代，他还以自己

切身经历，向社区居民

讲述军旅生涯，分享军

营成才理念。

赵锦宝老家在仪征市刘
集镇高彭村 ， 他出生于1937
年 ，今年81岁 。出生于苦家庭
的赵锦宝小时候连吃饭都困
难。但他的父母却坚持让他读

书 ，读了几年小学后 ，赵锦宝
自告奋勇成了当地一名扫盲教
师，平日里带着乡亲们识字。后
来，当部队到地方征兵时，他义
不容辞地报了名。“当时的想法

很简单，就是参军保家卫国，捍
卫这得来不易的好生活。”1955
年，18岁的赵锦宝投笔从戎，成
为了一名通讯兵。

由于发电报工作既要讲

究速度 ，又要保证准确 ，刚开
始， 赵锦宝的技术并不熟练，
面临的压力很大。上进的赵锦
宝夜不能寐，趁战士们都睡下
了，独自一人来到电报房勤加
练习，提高发报技术。渐渐地，
他的技术不断取得进步，从没
出过错。

通过苦练，赵锦宝发报速
度从每小时2000组，提高到了
每小时2500组，并且未出现过
任何错误 。入伍第二年 ，赵锦

宝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军通
讯兵大赛，以每小时3482组无
差错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当
时，通讯军官的最好成绩是每

小时3800组，赵锦宝便以此作
为目标， 更加刻苦地练习。没
过多久，赵锦宝便以3993组/小
时的成绩破了纪录 。1957年 ，

听说已经有人突破了每小时
4100组， 超过了他的成绩，赵
锦宝很不服气， 继续苦练，再
次参加全国通讯兵大赛时，又
以每小时4250组无差错发报
的成绩，创造了全军各级通讯
兵最高纪录。

18岁投笔从戎 保家卫国

从零起步 创下全军纪录

革命信仰融入家风家训

市食药监局发布食品安全预警

食物发霉切掉坏的能吃吗？
防止细菌污染，食品一定要烧熟煮透

不能！
记者 赵磊 丁云

近期，气温高，湿度

大，极易发生细菌性食

物中毒。消费者如何防

范呢？近日，市食药监

局发布食品安全预警，

提醒消费者增强自我

防范意识，一次性购买

食品要适量，发霉的食

物千万不能吃。

引发细菌性食物中毒原因
很多， 主要是生熟交叉污染和
食品贮存不当。 市食药监局要
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开展食

品安全月活动，消除食物中毒隐
患。

“熟食在10℃至60℃之间的
温度条件下存放两小时以上 ，

或易腐原料、 半成品食品在不
适合温度下长时间贮存， 食物
未烧熟煮透， 都可能导致细菌
污染。”市食药监局食药安全总
监洪昊说。

其实防范很简单，烧熟煮透
即可。以沙门氏菌为例，它对热、

消毒药及外界环境抵抗力不强。
65℃条件下加热15—20分钟即
可杀死 ，100℃下立即死亡 。此
外，加工好的食品最好不要在两
小时后食用。 熟食也是如此，一
般在4小时后细菌滋生达危险水
平。

作为消费者， 外出用餐要
到“笑脸 ”或 “平脸 ”饭店 ，使用
公筷或实行分餐制， 不购买无
证摊贩食品。发现包装、用具发

霉破损的，要当场更换。
在家制作和贮存食物 ，生

熟分开， 不混用刀和砧板等工
具；碗、筷、刀、砧板等用具清洗

后保持干燥存放，防止霉变。凉
菜要新鲜，刀、砧板最好洗烫干
净，凉菜现吃现做。热菜当餐吃
不完的，及时冷藏，下一餐食用
前彻底回烧加热。

冰箱内同时存放生、 熟食
品的，应按熟上生下方式存放，

冰箱冷藏温度应在5℃以下。
采购蔬菜、食品时，建议尽

量少买。对于部分霉变食物，切
勿将霉变部分切除后继续食
用。 其实剩下部分已侵入微生
物代谢所产生的各种有害物
质，正确做法是扔掉。

防止细菌污染，食品要烧熟煮透

食物发霉切掉坏的能吃吗？

哪些细菌会引发食物中毒？小知识

九小时！走失老人找到了家

市救助站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甄别寻亲

本报讯 （胡明正 董鑫）
近日， 市救助站借助现代科技
手段，在短短9个多小时的时间
里， 成功帮助一位罹患精神疾
病的老人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 江都
区真武镇油田派出所护送一位
老太太来到市救助站。 民警表
示，老人明显患有精神疾病，思
维混乱、言语无序，无法查明姓
名户籍。第二天早上9点，救助
站各职能科室一上班就立即展
开甄别寻亲工作， 但未能获得
有价值的线索， 只能听出一点
高邮口音。

值班人员立即与扬州市、

江都区及高邮市公安110平台
取得联系， 排查近日走失人员
信息，但仍然一无所获。市救助
站站长孙波与市公安部门进行
协调， 并发送了老人清晰的照
片， 借助公安部门的专业技术
资源，进行人脸识别比对。比对
结果显示，老人与江都区真武镇
一位村民相似度较高。值班人员
迅速联系真武镇民政科工作人
员帮助核实身份。 当晚近6点传
来消息，老人正是已经走失的真
武镇村民。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仅仅用了9个小时就帮助老人找
到了家。次日，市救助站工作人
员护送老人踏上回家路。

激励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广陵区水利局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 （沈海红）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广陵区水利
局机关党支部召开了 “进一步
解放思想， 激励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专题组织生活会。

会前， 局机关党支部制定
了详实的方案，采取领学宣讲、
党课辅导、交流讨论的方式，组
织党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号

召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解放思
想， 在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上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会上， 党员同志们紧密结
合平时的工作实际， 围绕解放
思想、强化责任担当的主题，认
真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 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与会党
员就如何加强支部建设、 克服
自身存在的问题， 积极提出意
见和建议。

三举措为高质量发展装“引擎”

曲江街道新农村今年以来高效推动各项工作

本报讯 （蒋桂岁）今年以
来， 曲江街道新农村紧跟全市
步伐，通过加强党建、转变发展
理念等一系列措施， 推动各项
事业稳中有序发展， 为村居高
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强党的建设。 新农村组
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
针、政策，通过形式多样的党建
活动，牢固树立党员干部廉洁自
律意识。 严格控制公务宴请、公
务接待、职务消费，完善村民监
督委员会的各项制度，杜绝了腐
败现象的发生，有力地提升了干
部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

转变发展理念。 今年上半
年， 村两委始终将发展集体经
济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把服务
发展作为方向， 把服务群众作
为根本， 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

法上逐渐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经
济转变， 力争使服务型经济成
为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增长点，
确保集体收入稳步增长。

切实服务民生。 以中央环
保督察行动为契机， 积极整改
辖区内的环境问题， 并做好长
效化管理工作， 确保群众的生
活环境整洁有序。 积极实施惠
民举措，为失地农民办理医保，
为低收入家庭争取补助， 对特
殊群体进行帮扶， 并举办了一
系列的免费惠民活动， 受到了
辖区群众的好评。

据了解，下一步，新农村将
进一步创新党建工作理念，建
立健全党员网格化管理， 以党
建为引领， 促进农村经济高质
量发展， 更好地满足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

军民党建 解放思想
近日，江都区大桥镇东园

社区组织党员们走进扬州市
边检一中队，聆听解放思想专
题党课，体验军旅生活，促进

党建共建。 党员们纷纷表示 ,
党员群体要向部队官兵学习，
以锐意进取、 克难攻坚的精
神，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梁雨

基层快讯

清正廉洁 守责为民
瘦西湖街道堡城村近日

开展主题活动，围绕“观看一
部廉政教育片、 创作一句廉

政微短句、 认养一盆莲花”，
强化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意
识，营造清廉的氛围。 王惠

不忘初心 奋进新时代
近日，沙口村以“不忘初

心再前行， 砥砺奋进新时代”
为主题，组织党员参观爱国教
育示范基地。一幕幕革命抗战

时期的英勇故事，深深地感染
着每一位参观者。 大家表示，
将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展现
新时代的党员风采。 赵翼

清风倡廉洁 翰墨颂党恩
石油山庄社区近日举办

“清风倡廉洁 翰墨颂党恩”廉
政书画摄影展，旨在进一步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弘扬清风正
气，让广大党员和居民群众接
受廉政文化的教育。 李杨磊

缅怀先烈 传承红色精神
近日，绿杨新苑社区党支

部组织开展了仪征清风枣园
廉政教育和月塘革命老区参
观学习活动，活动中党员们重

温入党誓词，庄严宣誓。他们
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廉洁自律，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 徐远

送学上门 党内关爱暖人心
为表达党和组织对老党

员的关心和爱护，七里甸社区
工作人员近日走访慰问了有
着64年党龄的老党员张文金。

考虑到他年纪较大，社区党支
部开展的集中学习教育不能
按时参加，所以这次也专门为
张老送去了学习资料。钱树婷

连日来 ，
顾庄社区党总

支在党员活动

室开展 “清风
画语话廉洁 ”
画展活动 ，以
绘画艺术形式

展 现 廉 政 理

念。
庄文斌
杜玉洁 摄

扬州玉珍品亮相无锡
《扬州当代玉雕珍品展》今在无锡博物馆开展

10日，由无锡博物院、扬州
工艺美术集团联合举办的 《独
运匠心 巧施天工———扬州当
代玉雕珍品展》，在无锡博物馆
拉开帷幕。精心遴选的近100件
（套 ）扬州原创玉雕精品 ，让无
锡观众在家门口感受祖国传统
工艺的无穷魅力， 让工艺美术
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据悉，展览
将一直持续到8月19日。

据扬州玉器厂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展出的近100件（套）
原创玉雕精品，名家作品云集，
其中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

品23件套、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
师作品15件套，国大师顾永骏、
江春源、高毅进、薛春梅和沈建
元，省大师吴华友、朱士平等均
有精品亮相。

展出品种则涵盖炉瓶 、人
物、花鸟、仿古、山子雕等，展现
了扬州玉雕“浑厚、圆润、儒雅、
灵秀 、精巧 ”的独特艺术风格 。
国大师顾永骏， 其作品被外界
评价为“书卷之气，大家之气”。
此次他的作品 《仕女 》参展 ，玉
雕中的仕女发髻高耸、 头戴簪
花 ，内着长裙 ，外罩纱罗泊衣 ，

披帛绕臂随风逸动，形态优美、
婀娜多姿，手持玉扇，似闲庭信
步，亦如赏花歌舞。精湛的玉雕
技艺将这一美丽瞬间定格 ，值
得细细品味欣赏。 国大师薛春
梅的《舞韵花语》里的舞女发髻
高耸 、头戴簪花 ，身着长裙 ，披
帛绕臂随风逸动， 手持琵琶舞
动于花丛之中，妩媚传情、娇美
动人。国大师沈建元的作品《心
旷神怡》，展现了仕女身着华丽
长裙， 驻足于湖石假山前观赏
美景的唯美画卷。 国大师江春
源的 《千禧富贵链瓶 》、国大师

高毅进的 《福寿双耳瓶 》、省大
师朱士平的《单链祝福瓶》则展
示了扬州的炉瓶工艺。

此外，为配合展览，研究员
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扬州市“非
遗” 项目扬州玉雕代表性传承
人朱士平，还将于7月21日举办
“浅谈中国玉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和田玉 、 扬州工 ’”讲
座， 讲述中国玉器的发展史和
扬州玉雕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
让游客更加了解扬州玉雕行业
的创新与传承， 了解每个玉雕
大师作品风格。 扬工美 聂超《舞韵花语》。资料图片

赵锦宝展示家人合影。

沈磊。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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