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晨报看点 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聂龙妃 美编：张家俊 校对：马千漪

【口述原声】

谈到南京的新街口，大家都很熟
悉，那是有名的“中华第一商圈”。提
到紧挨着新街口的范家塘，知道的人
可能就不那么多了。我要讲述的故
事，跟这个地方有关。

我是 2008 年当选为市人大代表
的，目前已经连任三届。在十多年的

人大代表经历中，让我印象最深刻
的，还是第一次去范家塘调研的场
景。那个地方大多是上个世纪 50 年
代的建筑，破旧不堪的危房一幢接着
一幢，很多居民都是三代、四代同
堂。巷道非常狭窄，两个人相向而
行，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通过。路两侧
的居民，开窗就可以握手。

调研中，老百姓眼神中的那种
“期盼早日改善居住条件”的渴望，深
深地“震”到了我们这些人大代表。
这个南京主城最大“棚户区”，不仅仅
是居住环境脏乱差破的问题，更让人
担忧的是巨大的安全隐患。1940 多
户居民“密不透风”地住在这个片区
里，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2013 年 1 月，我与秦淮代表团十
多位市人大代表，联名向市第十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提交“加快推进朝天宫
地区危旧房改造”建议，被列为当年1
号建议。市领导迅速安排相关部门
对范家塘综合改造工程展开前期调
研，工程涉及近 2000 户居民的搬迁
安置，需要改造资金约20个亿。

近 2000 户居民+20 个亿，难度可
想而知！但我坚信，只要是老百姓的
事，咱们党委政府肯定会重视。正因
为有了这样的“执念”，我到范家塘棚
户区挨家挨户走访，去测算居住户
数、人口密度、占地面积等相关数据；
同时，还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市、区有
关部门，与他们一起分析，共商搬迁
安置方案。

在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三次会议
上，我与十多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交

“关于改造‘小地块’范家塘棚户区”
建议。市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专门
到范家塘棚户区实地调研，听取情况
汇报，很快市政府将其列入 2015 年

全市棚户区改造重点项目。
市民强烈意愿+政府强力推进，

范家塘的搬迁安置可谓“神速”：2016
年 3 月 10 日领取征收决定，6 月 18 日
进入签约期，到 9 月 30 日，该项目
1940多户居民全部签约交房，短短半
年多时间，项目完成率 100%。如今，
范家塘棚户区的近 2000 户居民已经
圆了多年的“安居梦”。

其实，在咱们南京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背后，像范家塘棚户区这样的

“故事”还有很多。正是一个又一个这
样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坚
信：咱们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的，咱们的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人民政府，决不会让市民群众住
在危房奔小康。

【代表感言】

南京市人大代表、民进南京市委
副主委、秦淮区人社局局长 成剑：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是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形象表达。
“一个不能少”，就包括范家塘棚户区
的近2000户居民。作为人大代表，
应该有仇代表“不让市民群众住在危
房奔小康”这样的“执念”。有了这样
的“执念”，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碰
到怎样的坎坷，都会坚持“我当代表
为人民”，坚信“党委政府为人民”。

通讯员 曹杰 黄方旻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周敏

仇学富：不能让百姓住在危房里奔小康

【人物简介】
仇学富，1954 年 2

月生，南京市第十四、十
五、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先后荣获江苏省劳
动模范、南京好市民等荣
誉称号。

10月26日，由新华报业传媒集
团、南京市建邺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的“新华之友会新标识发布暨昆曲名
家音乐会”在新华报业传媒广场春园
举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新华
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业传
媒集团董事长双传学，建邺区委宣传
部部长周峰等领导嘉宾出席，新华日
报社副社长王洪俊主持发布仪式。

以新华之友会新标识发布为契
机，采取昆曲名家音乐会的独特形
式，这场别开生面的秋日雅集彰显着
一份党报呼应时代之需、人民之声，
深化党和人民群众联系，打造思想聚
合体、文化融合体、生活共同体的创
新性实践。诞生于1949年 10月
26日的新华之友会，是全国各级党
报中最早的读者组织，是我党通过报
纸加强党群联系的一个创举；它以解
放思想开风气之先河，以服务群众首
创宣传国家大政方针之模式，在新华
日报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整整71年后，新华日报以新华
之友会新标识发布为契机，把新华之
友会的活动恢复起来，通过引领全民
阅读、建构思想空间、丰富文化供给、
拓展品牌合作、增进情感互动，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于是，重新归来的新华之友会和
“百戏之祖”昆曲，在秋日里撞了个满
怀。双传学在致辞中表示，集团将继
续推进媒体与社会的全面融合，把新
华之友会建成“全媒体时代的服务窗
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未来，新华之友会将着
重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努力把新华之
友会建成赓续红色基因的思想高地，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通过报告会、读书沙龙、
理论研讨、文艺赏析等各种形式，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和中华优秀文化的学
习分享；努力把新华之友会建成增强
“四力”的创新实践基地，主动拜读者
为师，与用户为朋，不断增强新闻报道
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努力把新
华之友会建成满足读者需求的重要
阵地，探索实践更精准、更精致、更精
细的产品与服务。总之，新华之友会
作为党媒主导的群众性组织，将始终
坚持在传播主流价值、引领社会舆论
中，以精准定位、精准产品、精准服务，
当党的喉舌，做人民的朋友，努力书写
媒体深度融合时代的崭新篇章。

随后，徐宁和双传学共同为新华
之友会揭牌。

新华日报既是党的报纸，也是人
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赵绍龙介绍，当年，新华之友会根据
一位进步人士——大三元酒家经理
的提议而创建。大三元酒家离新华
日报很近，这位进步人士便经常到报
社的社会服务室来，咨询、了解党的
各项政策，随着与报社同志交流的深
入，他便积极提议成立新华日报读者
之友会（简称新华之友会）。因此，新
华之友会的建立，正是新华日报群众
路线的生动实践。

新logo以新华首字母“XH”组
成，左右两边是书也是报纸，两本翻
开的书又像是展翅相向的燕子，代表
与读者的交流，而上方的红五星正是
新华红色基因的体现——这个崭新
的标识意味着新华之友会在传承基
础上的新生。为了获得创作灵感，该
标识的设计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何
方找到了新华之友会1949年创立

之初的旧标识，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
创新。何方介绍，标识里还有一个小
小的“沙漏”图形隐藏其中，代表追忆
过去的时光，不忘历史，并代代相传。

发布会上还展示了著名书法家、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书法
家协会主席孙晓云送来的书法作品，
古朴苍劲的“新华之友会”几个大字，
表达了她的祝贺之情。

随后，昆曲名家音乐会举行。
“在摩天大楼云集的南京河西CBD
之芯，这场开放、创新的昆曲名家音
乐会为大家带来文艺的慰藉。新华
之友会，从1949走来，今日再度激
活。”音乐会主持人、新华日报全媒
体社会新闻部主任、《昆虫记》戏曲
工作室负责人王晓映话音刚落，鸟
儿啁啾声响彻春园，在现代弦乐和
电子音乐的交织中，一袭白衣的昆

曲名旦龚隐雷袅袅从观众席中走
过，眉梢眼角、芊芊细手处，漾开了
少女的幽怀春意——一曲创新演绎
的《牡丹亭·游园》，听得观众过瘾极
了。其唱腔有“金声玉振”之美誉的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钱振荣，亦带
来了《牡丹亭·拾画》《西厢记·佳
期》，并和龚隐雷合作演绎了《牡丹
亭·惊梦》《长生殿·小宴》等昆曲名
段。脱掉了水袖戏服，也没有傅粉
施朱，艺术家和嘉宾观众们的亲密
互动、传统艺术和现代城市背景的
交织，却带来了一种难言的快乐。

开门办报，深化合作，为更精准
地服务人民群众，新华日报传媒集团
将以新华之友会为平台，牵手建邺区
委宣传部、南京新雩坊文化有限公司
进行广泛而深入合作，围绕建设城市
“文化客厅”和“夜经济”强强联合、集
中发力，打造以昆曲表演为中心的夜
景演艺空间，以科创为重心的数字智
慧文化展示集群，以文学为核心的文
化品牌活动，融合公共文化服务、文创
精品设计、文化艺术街区品牌塑造等
于一体，强化塑造建邺新城特色的文
化品牌IP，全面助力建邺现代化国际
性城市中心建设，让建邺更有温度、更
具热度、更有气度、更具文化气质。

新雩坊文化也是苏州《浮生记》
的制作团队，创始人萧雁博士说：“这
次推出的昆曲演唱会除了传统昆曲
乐队之外，还特别邀请著名昆曲音乐
家孙建安改编了多首昆曲名段，加入
了弦乐和流行乐的配置，希望通过这
样的尝试，可以使古老的昆曲焕发出
当代感，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使用和
创新性发展方面做出新的尝试。”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圆芳

71岁党报读者组织再出发

新华之友会新标识发布暨昆曲名家音乐会举行

10月26日，由江苏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新华报业传媒集
团主办的2020年江苏物流业发
展高峰论坛在连云港东海县拉开
序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江苏省
物流与供应链研究院的专家和物
流头部企业的负责人汇聚一堂，
紧扣“双循环”发展格局，共商物
流业发展的新思路、新动向、新模
式和新技术，致力将江苏打造成
“十四五”的“物流强省”。

2020年是充满挑战与机遇
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考验着企业供应链的稳健，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贺登才指出，建设物流强国是适
应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中国即将
进入‘十四五’现代化建设新阶
段，大循环、双循环成为我国经济
发展战略方向”。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
究所所长汪鸣认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物流业主要依托沿海港
口布局，在“双循环”的格局下，物
流将改变产业主要在沿海或者向
沿海发展的趋势而向内地延伸，
面临以内陆为核心的更大规模的
服务网络重构。

今年以来，国家大力推进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政策
风口之下，以物联网技术为主要
支撑之一的智慧物流被提升到新
高度。“新基建是高科技发展的高
速公路，”中物联物流园区专家委
员会主任姜超峰透露，国内的智
慧物流园虽有诸多实践，但是自
主核心智慧化技术程度不够，在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仍然
任重道远。

2019年江苏社会物流总额
31.88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
10.7%；全省4A级以上物流企
业达252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全省拥有46家省级示范物流园
区；被列为全国唯一以智慧物流
为重点的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
试点省份⋯⋯一串串引以为傲的
数字，无不昭示着江苏作为“物流
大省”的事实。不过，在取得成绩
的同时，江苏物流业仍存在货物
运输结构不尽合理，基础设施建
设存在短板，物流枢纽服务能级
有待增强，物流用地指标紧张、融
资难、融资贵、人才缺乏等问题。

展望“十四五”，江苏如何立
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物
流业创新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
区？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
员陆建康认为，首先要紧扣“双循
环”新格局，高标准编制全省“十
四五”物流业发展规划。其次，要
聚焦枢纽能级提升，强化数字平
台支撑，大力发展智慧物流，推动
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在物流中的应用，打造物流强
省新名片。“十四五”国家发展规
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贺登才也对江
苏物流业的发展寄予厚望，他说，
江苏要完善城乡统筹双向流通的
物流体系，协同推进长三角物流
一体化发展，要先行先试，输出建
设“物流强省”的可复制、可推广
经验。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娴

“十四五”物流业将向内陆延伸
江苏致力打造“物流强省”新名片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邵丹 摄

▲新华之友会新标识发布。▲

昆曲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