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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高邮城南经济新区总工会
在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领下， 前往
相关企业、环卫所及建筑施工工地，向
在高温下从事劳动作业的一线职工，
送去夏令慰问品和劳动保护等相关法
律法规读本。并就“党建带工建、工建
促和谐”工作、工会组织阵地建设和企
业安全生产、 职工劳动保护等进行了
调研指导，并与企业负责人、工会主席
进行了沟通交流。

8月16日，城南新区党工委书记史
美山率新区总工会、组织科、安监办等
部门到奥利斯特、星浪光学、金晖光伏
等企业进行三送活动， 慰问一线作业

职工， 每到一处史美山书记都对工会
的组织架构、阵地建设、所起作用进行
详细询问了解，并就“党建带工建、工
会促和谐” 工作与企业负责人和工会
主席进行了认真沟通交流。

8月15日，城南新区管委会主任詹
东周带领新区总工会、妇联、文化等职
能部门带着高温清凉慰问品和相关劳
动保护法律法规资料等， 前往百仕德
工艺、伊兴机械、高袁机械等企业进行
走访慰问。在每个企业，詹东周主任都
与职工和工会主席就职工对工会的盼
求， 如何发挥工会在企业和职工之间
的桥梁钮带作用，进行了交谈和探讨。

8月9日， 车逻镇副镇长张贞祥率
新区总工会、 建设管理局相关科室人
员对车逻镇区环卫工人、 有关建设工
地职工进行高温慰问， 并就如何发挥
好朝阳社区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对户
外劳动者， 特别是环卫工人服务的作
用，提出了具体要求。

整个“三送”慰问活动中，车逻镇
组织委员、城南新区党政办主任、工会
主席张明艳就企业工会组织阵地建
设、作用发挥提出了具体要求，进行了
详细布置， 并陪同市总工会对亿泰纺
织倍捻车间一线生产女工进行慰问。

袁忠贤

高邮城南经济新区
把“三送”活动与工会组织阵地建设有机结合

扬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三期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公示及听证会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的有关规定，为保障民众的知情权，我公
司就扬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三期

工程（以下简称“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进行公众参与听证会。

一、听证会时间、地点和方式
时间：2018年9月4日（下午2点至4点）
地点：扬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地址：

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赵庄村环保大道1
号）

方式：公开
二、听证会内容
征求项目所在地周边居民或单位对

该项目建设的建议和意见
三、项目所在地

扬州市邗江区杨庙环保产业园赵庄
路南侧、环保大道西侧，原一期、二期工程
厂房南侧。

四、申请参加听证会的办法
该项目周边3公里半径范围内居民或

单位，凡有意参加本次听证会的，居民代
表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或有效证明
原件，单位代表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单
位证明原件；于2018年8月27日前（上午9:
00-11:00，下午1:30-4:30），至扬州泰达环
保公司运营管理部办公室报名 （地址：邗
江区杨庙镇赵庄村环保大道1号）；同时递
交书面建议及意见。本次会议将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遴选听证
代表15名，旁听代表15名。并将根据所提
交的书面材料安排会议内容。

五、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公开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内容见江

苏环保公众网 （http://www.jshbgz.cn/hpgs/
201807/t20180719_422604.html）。 如有相
关意见和建议，可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建设单位：扬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514-85863130
邮箱：103627062@qq.com
环评单位：扬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025-85699123
邮箱：178671429@qq.com

扬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1日

“我们在做科研工作时，需要不断创新，因为前面
总有新高峰等待我们攀爬。”李晃说，但创新不能盲
目，要夯实基础。遇到问题时，李晃会主动寻找解决
办法。“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积累与创新，才能获得
前进的动力。”

众所周知，搞科研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李晃
回忆说，上次他带领团队攻关“辐射源产生及干
扰检测设备”时，每天都从早晨忙到深夜，连
轴转了一个月，才将产品研发出来。这种工作
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很平常。“军工产品研发工
作很辛苦， 如果没有兴趣， 很难坚持下
来。”李晃说，即使过程再辛苦，一旦产品
试制成功，获得客户肯定，他就会觉得特
别值。“从事这份工作四年了，当初那股冲
劲依然还在。”李晃说，当看到自己研发
出来的产品可以和大科研院所的产品
相媲美时，就会很有成就感。

多年来， 正是凭着一股钻研劲儿，
李晃带领团队不断推陈出新，用产品获
得了客户的认可，提升了公司的影响
力。

“军民融合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
战略，未来‘民参军’的内涵和深度将
不断延伸， 我们也将迎来发展机
遇，通过努力，民营企业产品也可
以很出彩。”对于未来，李晃有
很多期待。

“这是一碗青春饭，我已经
做了八年了， 不知道还能做多
久。” 说起未来， 闫真真有些无
奈，一身的伤痛，让她几次想要
放弃。“经常处于水下缺氧的状
态，人都变笨了，关节也有伤病，
到了阴雨天就会疼， 还有中耳
炎，这些是我们每个美人鱼表演
者都有的职业病。”

为了保持身材，闫真真对食
量控制得很严格，而表演需要耗
费很多体力，导致她有了低血糖
的毛病， 每天起床都会头晕。在
床头备盒糖， 醒来先吃一颗，已
经成了她的习惯。

“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孩
子，我想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说
起孩子， 闫真真眼中充满柔情，
“我常年在外表演， 这次跟着团
队来扬州已经一年多了，最想的
就是孩子。”

闫真真有两个孩子，大的八
岁，小的才三岁，对于无法
陪伴他们成长， 她很愧
疚。“老大幼儿园毕业
时我赶回去参加
毕业典礼 ，

孩子特别骄傲地和同学们说‘我
妈妈是美人鱼’， 那时我心里既
高兴又难过。”闫真真说，打算再
多做几年，攒够钱就回到孩子身
边，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陪着
他们长大。 记者 露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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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条美人鱼，与鲨鱼

共舞，和海龟嬉戏，这样的童

话生活你可曾向往？在扬州就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泡在海水里，

和这些动物为伴。

她叫闫真真，出生于1985年，

来自河南洛阳，如今在扬州一家儿

童游乐场从事美人鱼表演工作。出生

内陆的她怎么会和大海结缘？美人鱼

表演又有什么奥秘？记者带你一起听

听她怎么说。

“女孩子嘛 ，
小时候爱看童话

书 ，对 ‘海的女儿 ’
一定是憧憬的 。”闫
真真从小就对遥远

的大海充满向往，而美
人鱼更是她心中美丽

勇敢的公主形象 。25岁
时， 看到美人鱼表演者
的招聘， 闫真真毫不犹

豫地就去应聘了。身材好、
相貌好， 她从众多报名者
中脱颖而出。 就在她以为
将要开启一段美丽旅程

时，没想到迎接她的，却是艰
辛的学艺之旅。

“现在想来，也没什么特
殊的。”如今 ，闫真真回忆起
学艺经历轻描淡写地说 “没

什么特殊”， 然而在当时，可
以说是咬牙才能坚持下来 。
“难，但是想学，所以坚持下
来了。”

不同于普通的游泳和潜
水，美人鱼表演要绑住双脚，
长时间憋气， 同时在水里进
行旋转、与动物互动等表演，
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刚开始
学习时就是泡在海水里 ，每
天起码要泡四五个小时 ，皮
肤都是涩涩的。” 闫真真说，
“除了练习憋气，还要增强体
力， 因为在水里要上下游动
表演 ， 没有体力是吃不消
的。”

一边学习，一边表演，很
快，闫真真便“如鱼得水”了，
跟着团队到处演出。

换上色彩艳丽的
“鱼尾”，闫真真的双腿
被紧紧裹住 。 随着她
“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扎入水中，一条“美人鱼”
便呈现在了观众眼前。在
玻璃缸里， 闫真真或上下

游动，或旋转画圈 ，或在鱼
群中穿梭，精彩表演总能吸
引玻璃外一阵阵惊呼。

不过， 这美丽的背后，
却隐藏着不少危险。为了保

证表演效果，闫真真下水时除
了佩戴一副防水镜，身上没有

任何辅助装备 。“我被鲨鱼追
过，也被海龟咬过。”听着就惊

险的事情， 闫真真却笑着说了
出来，“每份职业都有自己的危
险，这就是我们的。”

有一次，闫真真在表演时，
一只海龟突然朝她游来， 咬了
她一口。“当时吓了一大跳，赶紧
摆脱同时往水面游。”就这样，闫
真真还不忘自己正在表演，努力
保持美感不至于那么狼狈，所幸
逃离及时，伤口不大。

“就算没有海洋生物，为了
整体环境的美感，一些表演馆里
也会安装假珊瑚，只要碰到就会
受伤。”闫真真说，因为是在海水
里表演，容易加重伤势，如果可
以， 受伤时会尽量避免表演，不

然可能一个月都好不了。
不过，即使有危险，闫真真

还是很享受这份工作。“我在水
里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但可以
看到观众的反应， 孩子们的反
应我尤其关注。” 闫真真说，每
次看到孩子们兴奋地贴着玻璃
看，就会特别有成就感。

艺学

“难，但是想学，所以坚持下来了”

演表

被海龟咬过，美丽背后隐藏不少危险

持坚

一身伤痛，常年表演为给孩子更好生活

扬州小伙李晃四年带领团队研发出多项军工产品———

有一种使命叫研发军工产品
通讯员 薛雨露

记 者 丁蕾

在普通人眼里，

军工产品一直以来

都蒙着一层神秘面

纱。其背后的科研人

员默默耕耘，也神秘

感十足。那么，这些

军工产品科研人员

到底是什么样的？他

们在做着什么事情？

让我们听听扬州宇

安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科研主管李晃的

故事。
李晃，一个地地道道的扬州人，身

上自带年轻小伙特有的精气神与热
情。别看只有30岁，他已经带领科研团
队研发出多项军工产品。

走进公司展厅， 李晃对这里的产
品如数家珍。“这是一套船用高速数据
采集储存系统， 去年刚从战舰上结束
任务被拖回来。”他指着两个外表有些
伤痕的机器说， 这套系统是用于军事
演练的，假若“敌人”的导弹袭来，它可
以自动搜集导弹上的雷达发射出来的

信息，以供分析之用。“更胜一筹的是，
这套系统还可以分析出导弹接近目标
时是如何工作的、 信号特征是什么样
的。”

像这样“高大上”的设备，展厅里
还有很多。从业四年来，李晃已经带领
科研团队研发出了不少军工产品，除
了船用高速数据采集储存系统， 还有
新型小型化电子战装备， 雷达及雷达
对抗、 通信及通信对抗以及相关电磁
模拟设备等。

“我们的工作大多与部队打交道，
自己研发的产品最终能为部队服务，
其实某种程度上圆了我的从军梦。”李
晃说，从小他就想参军，但由于多方面
因素，未能如愿。硕士毕业后，他来到
一家上市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常

规性的工作， 让李晃觉得有点提不起
劲儿。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扬
州宇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公司领导层的理念与所从事的行业，
让李晃燃起了热情。随后，他果断辞去

动画员陈自豪参与制作《头文字D》剧场版———

将儿时漫画亲手制作成动画片

通讯员 薛雨露

记 者 丁蕾

提起漫画《头文

字D》，相信不少人都

知道。这部以山道飙

车为题材的日本漫

画，多次被改编为TV

动画和真人电影等。

再过几个月，《头文字

D》剧场版动画将在

日本上映。你知道吗？

这部剧场版动画是由

扬州星空映画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参与制作

的，动画员陈自豪就

是直接参与者之一。

21岁的陈自豪， 今年刚刚成
为扬州星空映画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的一名动画员。 对于刚工作就
能参与《头文字D》剧场版动画的
制作，他直言很幸运，因为这是他
从小就喜欢看的一部漫画。

《头文字D》主人公藤原拓海
是个普通的高中男生， 每天早晨

驾驶着父亲的旧款车行驶于秋名
山上， 帮父亲把新鲜的豆腐送到
各家各户。日积月累，他练就了好
车技，不管刮风还是下雨，都能做
到快速送达且不让豆腐变形。于
是，“秋名山车神” 的名号不胫而
走， 吸引了各路赛车高手想和他
一较高下……

这样一本漫画， 获得了不少
年轻人的喜爱， 同时也贯穿了陈
自豪的成长之路。“小时候就很喜
欢这部漫画， 没想到毕业后能够
亲手将它制作成动画片。”陈自豪
说，和漫画人物一起成长，最终能
够做动画片给别人看， 这让他很
有成就感。

“一想到过几个月这部
动画片就要上映， 还是很兴
奋的 。”陈自豪说 ，他和小伙
伴们每天都在抓紧制作 ，已
经忙了快半年了。

记者在该公司看到 ，每
个员工都在紧张有序地做
着各自的工作 ： 修型原画 、
补中间画 、制作动画 、背景

绘制 、上色……陈自豪的工
作就是为动漫原画插入中
间画 。 “客户会将制作动画
所需要的动漫原画传过来 ，
但是要完成一部动画片 ，光
靠这些原画可不行 。” 陈自
豪说 ，原画就是动画中的关
键几帧 ， 比如一个挥拳动
作，原画只有5张 ，那他就要

通过电脑来绘制补齐其余7
张 ，这样才能将这个动作完
整展现出来。

动画制作的繁琐流程
中 ， 动画员的工作最基础 。
“在电脑前，基本上一坐就是
一天， 而基本上一天工作下
来 ，只能画30张不到 。”陈自
豪说，“要知道， 动画片是由
很多帧静止的画面连续播放
而形成的， 一部90分钟的动
画片要由4万张左右的图片
组成。”

“真正热爱动画的人
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制作
中， 让动画作品更走心。”
陈自豪说， 动画员不是凭
空造物，动手前，心中早已
有谱，“只有精准把握人物
形象， 才能使动漫人物精
确地呈现在屏幕上。 这样
制作出来的动画片， 才能
打动观众的心。”

A30岁小伙从业四年

带领团队研发出多项军工产品

B放弃上市公司工作

扎根科研一线，圆了儿时从军梦

了上市公司的工作，投身到军
工产品研发中来。

刚入行时 ， 李晃是一个
“门外汉 ”。“虽然大学和读研
期间学习了相关课程，但从书
本到实际 ， 还是需要苦心钻
研、不断尝试的。”

李晃接到的第一个项目
是给一家空军学院研发雷达
干扰设备。 对方要求这款设备
要把国内已知的干扰模式都收

集全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躬行’。 从书本到应
用，从理论到实践，对我不仅是
考验，更是磨炼。”李晃说，记得
当时研制出来的电路板芯片输
出电压总是显示异常， 通过
一次次摸索与调试， 产品才
终于研发出来。“这个产品交
到对方手中时， 主导该
项目的一名院士给予
了高度认可。”

C夯实基础再创新

“前面总有新高峰等待我们攀爬”

精准把握人物形象，让动画作品更走心全 投 入

亲手将儿时爱看的漫画制作成动画片很 幸 运

李晃介绍公司产品。 丁蕾 摄

李晃团队研发的产品。

电脑制作动画。

陈自豪展示作品。 丁蕾 摄

闫真真进行美人鱼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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