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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强调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0日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回信，向
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并就做好美育工
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长期以来，你
们辛勤耕耘，致力教书育人，专心艺术创
作，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耄耋之
年，你们初心不改，依然心系祖国接班人
培养， 特别是周令钊等同志年近百岁仍

然对美育工作、美术事业发展不懈追求，
殷殷之情令我十分感动。 我谨向你们表
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 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
作用。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
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
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
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习近平指出， 值此中央美术学院百

年校庆之际，希望学院坚持正确办学方向，
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发扬爱国为民、崇德
尚艺的优良传统， 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
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努力把学院办
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

近日 ，8位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老一代艺术家和
艺术教育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决
心，对进一步加强美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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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生锋 邹平） 距离
第19届省运会开幕还有20多天的时间，开
闭幕式筹备工作进入临战状态。昨天上午，
市委书记谢正义专题调研开闭幕式筹备工
作。他强调，开闭幕式是大型运动会的标志
性活动， 也是城市经济文化整体实力的综
合性展示。要提高站位，紧扣主题，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体现贯彻新发展理念、 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展示扬州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
全力以赴呈现精彩的开闭幕式， 舞动新时
代、讴歌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谢正义先后来到省运会开幕式主会场
和开闭幕式总指挥部， 现场检查指导省运
会开闭幕式各项筹备工作，并召开专题调
研会 ， 观看今年国内其他省份的省运会
开幕式视频集锦，听取总指挥部关于省运
会开闭幕式准备情况、总导演关于开幕式
演出情况等汇报，对筹备工作进展给予充
分肯定 。他说 ，省运会是省委省政府交给
扬州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人民在期
待，全市人民在关注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
正有条不紊全力推进 ， 应该说有特色和
亮点， 将给全市乃至全省人民带来一份惊
喜。

谢正义指出， 第19届省运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之后
我市申办、 十九大之后我市承办的第一次
省运会。 要充分认识到承办省运会对扬州
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站位，紧扣主题，
全力以赴呈现精彩的开闭幕式， 舞动新时
代、讴歌新时代、奋斗新时代。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体现江苏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强富
美高”新江苏的实践成果，全面呈现江苏包
括扬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
进“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的若干实
践和探索， 同时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对省
运会的要求、对“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
要求、 对开展思想大解放推动发展高质量
的要求， 展示扬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

谢正义强调，开闭幕式要精妙设计，苦
心排练。要按照既定的部署，每一个演出板
块都要精心设计，都要精彩；同时要做到衔
接流畅、节奏明快、亮点纷呈，彰显扬州深
厚的历史底蕴，展现扬州积极落实“一带一
路” 倡议以及高铁和高等教育等方面取得
的成就，以文艺的方式，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地融入其中 ；“台上一分钟 、 台下百日
功”，参演人员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以平时的苦练保
证上场的精彩； 要确保安全， 确保万无一
失，所有演职人员、观众、设备都要定点、定
位、定线，做到忙而不乱；所有的流程要有
手册、有方案、有备份，用智慧和汗水演绎
精彩，以严谨和细节确保圆满。新闻单位要
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时期，细化方案、加速宣
传升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市委常委、秘书长陈锴竑，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姜龙参加调研。

翠红阳光扶贫助学基金昨成立
谢正义发来贺信 张宝娟参加仪式并致辞

本报讯 （记者 古月） 昨
日下午，“翠红阳光扶贫助学基
金会” 成立暨首批助学金发放
仪式在仪征举行。 市委书记谢
正义发来贺信， 市委副书记张
宝娟，市委常委、仪征市委书记
王炳松参加仪式并致辞。

“翠红阳光扶贫助学基金
会”的发起成立，源自原仪征市
老干部艺术团团长殷翠红 。这
位有着68年党龄的全国优秀离
休干部去年9月离世，遵照其生
前夙愿， 子女们决定捐出老人
毕生积蓄，组建“翠红阳光扶贫

助学基金会”，定向帮助家庭贫
困 、品学兼优 ，即将步入高中 、
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学生完成
学业。基金会筹备过程中，包括
11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在内
的一大批国内外专家教授和企
业家主动捐款，参与爱心接力。

谢正义在贺信中说， 扶贫
助学是一项为国分忧、 为民解
困的崇高事业， 也是一项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功德善举。相
信翠红阳光扶贫助学基金的成
立， 必将激励更多学子刻苦学
习 、发愤图强 、报效社会 ，必将

带动更多企业和爱心人士勇担
责任、奉献爱心，共同助力扬州
教育事业发展。

张宝娟在致辞中表示 ，希
望社会各界发扬大爱情怀 ，一
如既往关心慈善事业， 关爱下
一代成长； 希望全市教育系统
以此次助学金的发放为动力，以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提
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汇聚教育发
展正能量，不断地开创全市教育
事业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活动现场， 共为首批20名
受助学生发放了助学金。

通宇钢管缘何屡中国家项目？
国内炼化装置用合金焊管80%以上是“通宇造”

与央企打擂，产品遍布西气东输、川气东送、“新气”等国家项目，扬州民企———

通讯员 韩萱 实习生 王奕文

记 者 聂超 国军 默然

通宇，取通达宇宙之义。
严加尚，通宇钢管总经理，

闲暇时， 他喜欢盯着办公室的
一张地图看， 图上标注着企业
产品的足迹： 从哈萨克斯坦到
乌兹别克斯坦， 从伊朗到马来
西亚， 通宇的脚步遍及全球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西气东输
到川气东送，从“新浙粤”到“鄂
安沧”，通宇的名字刻在了国家
输气工程发展的一个个重要坐

标上。
“国家重点输气项目，都有

我们的产品。”严加尚脸上写满
自豪， 他指着一辆辆满载各种
钢管的超长卡车说， 每天都有
数百吨产品运往全球各地，现
在各个车间内机器轰鸣、24小
时作业， 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
明年。

一家民营企业， 用一根钢
管丈量着全球市场， 且在国家
战略项目上屡屡脱颖而出，靠
的是什么？

触摸扬企发展
新脉动

市经信委、扬州日报联办

做水管的改做输气管
通宇人说：转型就是要“在天安门上看市场”

发展故事 如果说扬州因
水而兴， 那么通宇可称得上因
水而生， 著名的珠港澳大桥就
使用了通宇的产品。

“通宇过去一直生产各种
水管， 国内各大城市输水项目
都曾使用我们的钢管。”严加尚
介绍， 但随着同类企业的增多
以及国有企业机制不活等方面
原因，本世纪初，通宇发展遭遇
了一些困难，2003年，企业进行
了改制。

机制活了，发展更要活。改
制后， 通宇人进行了一次让所
有人都感到意外的转型： 由饮
水项目工程转到天然气管道工
程。隔行如隔山，很多人对此不
理解，他们说：别人转型是切菜
的转为炒菜的， 通宇的转型却

是请客的转成吃饭的。
别人不理解， 但通宇管理

层心里却有一本账。“当时我们
就断定， 输气工程将成为国家
重中之重， 因为中国管道输送
只占总运输量的5%左右，与发
达国家的20%左右相差实在是
太大了 。”严加尚说 ，本世纪初
以来，随着国家发展，能源问题
越来越被关注，这是发展大势。

2007年， 通宇钢管与日本
一家公司合作投资1500万美元
开发出螺旋钢管生产线， 攻克
了长距离输送石油天然气管线
技术难关。2008年2月， 经过超
声波、X光等系列检验流程，通
宇钢管的螺旋钢管一次性通过
中石油西安管材研究所鉴定 ，
通宇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

机遇总是属于有准备的
人。随着西气东输、川气东送等
国家战略项目上马，凭借着螺旋
钢管，通宇迅速在国家重点管网
建设工程领域赢得先机，成为中
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及中燃、港
华、华润等国内主要燃气公司的
主力供应商，西气东输二线中亚
管线项目、中石油“坦桑尼亚管
线”项目，中石化“川气东送”管
线、“沿江管线”项目等 “国 ”字
头订单源源不断。

企业家说：“其实， 企业发
展和你们记者写新闻也有相似

的地方 。”采访中 ，严加尚笑着
说，记者写新闻讲究“在天安门
上看问题 ”，企业发展也要 “在
天安门上看市场”，道理都是一
样的，就是要有高度 、有眼光 ，

看清发展大势 ，掌
握市场走势。他认为，
尤其是钢铁等传统产业，
最容易受到国内外宏观环境和

政策的影响，要赢得发展，就必
须站高看远。“转型转什么 ？最
重要的就是根据企业发展实际

先转头脑、换思路。”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别人关门他们关起门来钻技术
通宇人说：创新就是“三九天要想着做春衣”

发展故事 2015年6月 ，被
誉为继西气东输、 川气东送之
后， 第三大国家级输气项目的
“新气 ”项目招标 ，国内外二十
九家钢管企业同台打擂， 扬州
通宇钢管脱颖而出， 成为国内

唯一石化系统外的民营企业供
应商，目前已经获得了36000吨
的加工量。一单扬名，让通宇人
长舒一口气：终于熬过来了！

一个 “熬 ”字 ，就是2012年
到2015年通宇钢管发展的真实

写照。回忆当初发展，通宇钢管
总工程师方晓东至今记忆犹
新。2011年底开始，受国际国内
发展大环境影响， 国家和各地
上马的输气大项目减少，

（下转3版）

勇于创新
才会赢得未来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
通宇这家民营企业始终以

创新引领发展，用“在天安
门上看市场”的大视野，用
“三九天做春衣”的超前眼
光，用“做到最好”的匠人
精神，为企业赢得了市场，
赢得了未来。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除旧布新之路必然充满了

艰辛。但，在潮流面前，跟
慢了，就会落后；跟不上，
就会被淘汰。 企业该做的
和要做的就是抢抓机遇、
开阔视野，敢于创新投入，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蜕变，
做大做强。

创新
谋

短评

荷花池隧道施工 详解释
地质条件复杂：临近安墩河和古运河
力争早日通车：新施工方案正在推进

省运会开幕式 亮点多
奥运标准：主舞台高科技，奥运表演团队参演
办会惠民：开幕式前的两场彩排将向市民开放

社区全民齐上阵 大扫除
顽疾治理：卫生死角变成文明角
素质提升：乱扔乱倒行为不见了

详见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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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生不变的诺言
———追忆有着68年党龄的全国优秀离休干部、原仪征市老干部艺术团团长殷翠红

生前捐款20万元，慰问演出400场次，离世后毕生积蓄化为扶贫助学“种子基金”通讯员 严朝霞

本报记者 胡俭 吴丹

当生命化作一缕青烟，在这
个世界上，能留下怎样的永恒？

有着68年党龄的全国优秀
离休干部殷翠红， 在她去世即
将周年之际， 用爱心助学基金
的方式被人们深情追忆。

殷翠红， 原仪征市老干部
艺术团团长，退休后的26年来，
她组织基层慰问演出400多场
次，捐款20万元。去年9月19日离
世后， 子女们遵照老人生前夙
愿，将其毕生几十万元的积蓄，
化为扶贫助学的“种子基金”。

昨天下午，“翠红阳光扶贫
助学基金会”在仪征成立，包括
11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在内
的一大批国内外专家教授和爱

心企业家，参与爱心接力，为首
批20名即将步入高中、大学本科
阶段学习的寒门学子，分别送去
5000元或10000元的助学金。

翠碧人生，红心向党。人已
去，爱永续、情永驻！感恩一个
人，汇聚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一生捐款数十万，临终穿着带洞毛线衣

现场 ，一段8分钟 《爱的足
迹》短视频，再现殷奶奶的音容
笑貌。“今天， 我是提前兑现我
的承诺，我今年90岁了，我要对
小丹丹负责任， 把钱打到红十
字会的账户上， 我就放心了。”
视频中的她，正如她的名字，一
身红色的外套， 一头染黑的卷
发，一脸慈祥的微笑。

这是殷翠红生前留下的最
后一段视频， 地点在仪征市红
十字会 ， 时间是2017年8月30
日，20天后，她离开了人世。

丹丹，今年17岁，从小父亲
意外去世，母亲改嫁贵州，靠爷
爷奶奶种田养活 。2011年5月 ，
殷翠红到仪征市铜山办事处程
营村慰问演出， 与丹丹结成帮
扶对子， 每学期都会送去助学
金和学习生活用品。去年，丹丹

考取了仪征中学， 殷翠红闻讯
后激动不已， 一心要去村里看
看她，但身体大不如前。

“我把5万元交给红十字

会 ，三年高中 、四年大学 ，丹丹
学习生活费用 ，够不够 ？”仪征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姜琴回
忆说，去年8月30日那天特别的

热，殷翠红独自步行前来，商量
丹丹的上学问题。

这么大笔的捐款， 您老跟
家人商量了吗？面对疑问，殷翠
红笑着说：“我的钱， 都是公家
给的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他
们不会有意见！”

曾经七年相伴， 那是最后
一次见面， 看到视频里熟悉的
面庞， （下转2版）

基金成立现场发放首批助学金。王乃驷 摄

殷翠红生前看望丹丹。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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