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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1个月，多场展演精彩上演

2020紫金文化艺术节闭幕

晨报讯（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洁 孔芳芳）10月30日晚，随着
“花开盛世——2020紫金文化艺
术节颁奖仪式”在江苏大剧院的成
功举行，为期1个月的2020紫金
文化艺术节也圆满落下帷幕。

颁奖仪式上，2020紫金文化
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入选剧目奖”
“优秀表演奖”以及“优秀组织奖”和
“组织奖”揭晓，昆剧《眷江城》等17
部作品获“优秀剧目奖”，汤达等16
人获“优秀表演奖”，南京市委宣传部
等7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扬州市
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获“组织奖”。

当晚的江苏大剧院综艺厅灯光
璀璨，气氛热烈。2020紫金文化艺
术节的众多参演剧目以精选片段的
形式再次回到舞台，进行集中展示，

多彩“苏味”竞相绽放。淮剧《马家
荡里唱大戏》《留守村长留守鹅》《首
乌花开》，戏腔戏词颂小康；昆剧《眷
江城》、话剧《鸽子》，唱响“众志成
城”的江苏战疫赞歌；锡剧《显应
桥》、越剧《凤凰台》，挖掘优秀传统
文化，与现实交相辉映；舞剧《朱自
清》、话剧《锦江传奇·董竹君》、京剧
《梅兰芳·蓄须记》，以主人公跌宕起
伏的命运讲述感动世界的中国故
事，砥砺家国使命。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
的紫金文化艺术节，是江苏省层次
最高、规模最大、群众性最强的文化
品牌活动。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
已经成为江苏文化艺术的重要平台
和鲜明标识。

2020 紫金文化艺术节秉持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宗旨，组
织新创舞台剧目展演、特邀优秀剧
目展演、音乐会、艺术电影等近百场
展演展映活动，展示了江苏构筑文
艺精品创作高地的丰硕成果。紧扣
“梦圆小康、大美共赏”主题，上百场
覆盖全省的群众文艺广场演出，用
艺术的语汇勾勒出江苏人民的幸福
小康路。“艺动青春”江苏优秀青年
艺术家展演展示和大学生戏剧展演
等活动，呈现出实施“名师带徒”计
划、文艺事业薪火相传的喜人景
象。此外，根据疫情常态化防控要
求，本届艺术节还创新线上线下融
合传播机制，设置“相聚紫艺”共享
舞台，开设多平台直播专区，将线下
演出内容同步送到千家万户。

陈玉梅：
无数“微幸福”，汇成居民小康好生活

南京昨日成交8幅地块
3幅宅地待摇号

南京市话剧团的《鸽子》斩获
优秀剧目奖的同时，演员杨彦也因
该剧获得优秀表演奖。这部抗疫
题材剧共34个舞台人物、32个场景
转换、连接南京武汉两地，该剧通
过一只拟人化的鸽子的观察视角，
展现了一个个普通的小人物在特
殊时期散发的人性光辉，展现出真
实感人的抗疫壮举。

“这部剧仅大纲的文字量就达
两万，剧本磨了三轮，从原来着墨
于多个行业的抗疫事迹到最终完
成将主要情节集中在医护人员大
爱情怀的凝练，不断打磨终成型。”
杨彦透露创作过程时提到。

与《鸽子》一样，现代昆剧《眷江
城》也是年初定下创作构想，短短几
个月完成编剧、修改、排演等所有环
节，拿下优秀剧目奖。为医护人员提
供饭菜的快餐店店长和外卖小哥、在
危急时刻奔赴一线的医护、记者……
600年昆曲展现出抗疫期间真实存在
的人物，向抗疫群像致敬，收获好
评。“昆曲完全可以积极地表现当下，
传递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力量。”获得
优秀表演奖的主演施夏明透露，这部
剧的舞台上不仅有货车司机、电梯等
当代人、物实际动作的呈现，作为演
员，从节奏、咬字、念白使用以及程式
动作甚至脚底的排布等运用，均与之

前不同，进行了大量创新。他透露，
江苏省昆剧院的昆曲“现代呈现”之
路仍在延续，明年计划开排另一部
现代戏《瞿秋白》。

淮剧《首乌花开》的主演崇蓉、
《留守村长留守鹅》主演殷金龙都
因生动诠释优秀基层干部的形象
获得本届“优秀表演”奖。崇蓉透
露她三年来对口扶贫三户农户，每
月几次对农户的真切探访、资助，
为她的表演提供了大量素材；为演
好村长陆二黑，涟水县淮剧团业务
团长殷金龙实地走访十几个村子，
与当地村干部交流，观察他们平日
在工作中的言行举止，让自己在动
作、唱腔等多方处理上接近人物，最
终塑造出了剧中一心为百姓、甘愿
吃亏的忠厚村长形象，打动观众。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呈现又
最终赋予生活事件、人物打动人心
的力量，达到感染观众的效果。专
业、认真、责任、情怀、创新……获
奖演员的不同介绍透露出每一部
优秀剧目、每一位优秀演员应具备
的共同素质。2020紫金文化艺术
节已落幕，优秀剧目创作之路仍在
继续，期待更多来源于生活、用精
湛艺术手法生动诠释当下、给人以
力量的优秀剧目呈现。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人物简介】 陈玉梅，1963
年出生，安徽淮南人，南京市第十
三届、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现任鼓楼区小市街道东井亭
社区主任。

【口述原声】 1999年，我从
企业下岗后，报考进入小市街道
参加社区工作。2003年，作为一
名基层社区干部的我，当选南京市
人大代表。我当两届市人大代表、
三届区人大代表这17年，从没忘
记“是谁选的我”，努力尽自己所
能，为居民群众提建议、办实事。

2004年下半年，有位从南
京电表厂退休的邻居找到我反
映，所在的厂子破产改制后没钱
给职工缴纳医疗保险，好几位老
职工得了重病，家里吃饭都成问
题。还有一对电表厂退休的劳模
夫妻，妻子患了尿毒症，每星期要
做3次血透，一个月要6000多
块钱，夫妻俩月工资加一起才
949块，因为没有医保，当时已
经欠了十多万元外债，同事和亲
朋能借的全借遍了，亲戚见他们
都躲着走。当时，我听了感觉心
里很不好受。

2005年初，在充分走访社
区群众的基础上，我和其他10
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
解决我市困难企业职工医疗保险
问题》的建议，引起市政府高度重
视，迅速出台针对性的政策，分批
筹措资金，最终采取“两步走”的
方式：当年4月先将2万困难企
业职工纳入医保，年底基本解决

全市15万困难企业职工的医保
难题。

我是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
也曾经是一名下岗职工，所以对
失业人员很有感情，总觉得“不把
代表作用发挥出来，不为老百姓
说话，就对不起大家的信任”。这
条关于解决困难企业员工医保难
题的建议顺利办妥，也让其他企
业困难职工慕名找上门来。我根
据大家的反映，先后提出了“取消
失业人员档案托管费”“将职校退
休老师纳入社会医保”“加强南京
市基层劳动就业服务平台建设”
等建议，都得到市政府妥善的办
理。

我所工作的社区下辖老旧小

区多、环境差。装路灯、修剪行道
树、拆危房、整治河道……这些事
情，都是我带着大伙一项项跑出
来的。印象最深的，是为社区筹
资装路灯。当时，过程非常坎
坷。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
2005年8月3日的晚上，许多居
民就站在路边等着，灯亮之时，好
些人都高兴得蹦了起来。那一
刻，我感觉所有的付出，包括所受
的委屈都值了。

这么多年来，我提出的建议、
做的事情都不算“高大上”，都是
在老百姓奔小康路上的“微幸
福”。如今走在小区路上，路灯明
亮，道路干净整洁，想到这其中有
我自己的一份努力、一份付出，很
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代表感言】市人大代表、惠
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 周
飞祥：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
元，是我们每个人的家园。我很
佩服陈玉梅代表，她立足社区，为
身边的困难群众代言，从创造身
边的“微幸福”做起，助力南京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让居民身处社
区就能真切而直接地感受到小康
生活的幸福甜美。

通讯员 陈月飞 肖朝晖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周敏

采 访 手 记

优秀剧目、演员“出炉”的背后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景正华）10月30日，南京上演了一场
土拍“盛宴”，本轮推出11幅地块，涉
及江宁、江心洲、紫东、栖霞山等板
块。最终，有8幅成交，另有3幅住宅
用地被拍至最高限价后，进入了待摇
号阶段。

位于紫东仙林的G83地块为住
宅及商住混合用地，出让面积为3.5
万平方米，地块起拍价11亿元，最高
限价 13.2 亿元，折算起拍楼面价
15604 元/平方米，最高楼面限价
18725 元/平方米，毛坯房限价为
27500元/平方米。

让人意外的是，G83竟成为当天
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块，短短73秒过
后，报价已经来到23轮，地价也达到
了13.2亿元的最高限价。该地块紧
邻地铁4号线汇通站，在今年7月10
日举行的土拍中，正荣以总价13.8亿

加上人才房6000平方米竞得G31地
块，毛坯房价同样被限定在 27500
元/平方米。

位于江宁上秦淮板块的G81地
块为居住及社区中心性质，出让面积
6.1万平方米，地块起拍价13亿元，
最高限价 15.6 亿元，毛坯房限价
32800元/平方米。经过27轮报价
触顶最高限价，也需要摇号确定归属。

其他地块：纯住宅用地G82地块
位于栖霞山板块内，紧邻华侨城翡翠
天域和南京欢乐谷，毛坯房销售限价
24500元/平方米。经过3轮报价，东
原地产以 12.6 亿拿下，楼面价为
14298元/平方米；许久没有地块出
让的马群区域推出纯住宅用地G84，
经过30轮报价“触顶”；浦口城南中心
的G78商办地块经20轮报价，被南
京鼎业置业收入囊中，其余6幅地块
全部底价出让。

南京市消协
消费维权专家团正式成立

晨报讯（通讯员 王芙蓉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金磊）10月30日，南
京市消费者协会消费维权专家团成立
大会正式举行，聘请了91位专家作为
南京市消费者协会消费维权专家团的
首批成员。专家团成员主要来自于市
场监管和消费维权系统、执法和行政
管理机关、专业检测机构、行业协会、
企业售后、律师事务所、新闻媒体等单

位。专家团成立后，将坚持公平正义、
促进和谐、有效监督的原则，大力加强
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积极组织开展
消费维权活动。通过宣传教育，倡导
诚信守法经营，引导科学合理消费；通
过协调沟通，化解消费者与经营者之
间的矛盾；通过多方监督，强化企业和
行业自律；通过合力共治，构建和谐消
费环境。

陈玉梅

10 月 30 日晚，
“花开盛世——2020
紫金文化艺术节颁奖
仪式”在江苏大剧院成
功举行，众多参演剧目
以精选片段的形式再
次回到舞台，进行集中
展示，多彩“苏味”竞
相绽放。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张筠 万程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