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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引领高新引领 打造经济硅谷打造经济硅谷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 成就人才高地成就人才高地

玉犬祥瑞欢辞旧岁，金猪如
意恭迎新春。值此猪年春节来临
之际，丹阳高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向园区的企业家、创业者、建
设者，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高新
区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
致以新春的祝福和美好的祝愿！
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工作岗位的同
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园区

干部职工、广大群众致以节日的
祝福！

天道酬勤，岁月不居。回首
戊戌狗年，高新区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贯
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
推进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以“两聚一高”特别是“聚力创
新”为要求，提升区域创新能

力 ， 强 化 创 新 服 务 体 系 。 在
《2017年度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创新驱动发展综合评价》
中，丹阳高新区排名第 24 位，
较上一年度评价提升5位，科技
创新在高新区经济发展中的支撑
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2018年9
月，丹阳高新区成功去筹，正式
跻身省级高新区行列。

“伟大的梦想不是等得来、
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
的。”

展望己亥猪年，丹阳高新区
将以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为
指引，围绕行稳致远、克难奋进
的总基调，坚持全市创新发展主
阵地和高新技术产业承载高地的
定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以更

坚实的步伐，迈上更高标准、更高
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祝愿高新区日新月异、繁荣
富强！

祝愿全区人民新春快乐、幸
福安康！

丹阳高新区党工委
丹阳高新区管委会
2019年2月11日

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新春慰问送祝福 真情关怀暖人心
本报记者 尹媛 通讯员 云宣 摄

伴随着猪年春节的脚步，高新区（云阳街道）广泛开展了节前走访慰问活动，把新春的祝福和问候送给驻丹
部队、敬老院、百岁老人、“好人”及困难家庭等，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云阳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冲一行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向人武官兵、
消防官兵、武警官兵等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
的敬意。

在与人武部官兵座谈时，张冲介绍了高新
区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希望今后与部
队继续加强合作，在文化、体育、生活服务等多
方面开展共建活动。同时，高新区将继续做好
服务工作，支持部队建设，做好拥军优属和军民
共建工作。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陈文水表示，
人武部将履行好自身职责，继续弘扬拥政爱民
的优良传统，人武官兵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高新
区经济社会建设，努力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努力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人武部部长郭
进文参加座谈。

当天，张冲一行还前往横塘敬老院和云阳
福利院进行走访慰问，详细了解老人们的生活
情况及需要帮助解决的困难，并为他们送去了
慰问金和生活用品，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高新区慰问驻丹部队和敬老院

张冲一行在人武部慰问。

张冲将慰问品送到老人手中。

政协委员慰问困难群众
云阳街道政协委员活动小组开展“春节送

暖 结对帮扶”慰问活动，来到结对的22户贫困
户、困难学生家中，为他们送上代表心意的慰问
金和节日祝福。

侨联开展侨界走访慰问活动
侨联携手工会开展了节前侨界的走访慰问活

动，在走访的同时，向侨界人士宣传党和国家的侨
务政策以及中国侨联“十代会”精神。

云阳街道慰问百岁老人
云阳街道民政办相关负责人和社区工作人员

带着慰问品和节日祝福走访慰问了辖区内的高盘
金、芦朝凤等 14位百岁老人，将关爱关怀送到他
们的心中。

镇江文明办慰问云阳街道
“镇江好人”

镇江文明办慰问了云阳街道的“镇江好人”
毕芬清，在送上慰问金的同时，也送去了节日的
问候和祝福，并鼓励她继续发挥榜样力量，进一
步带动身边人，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力量。

此外，云阳街道妇联还开展了“冬日暖阳，情系一线”帮扶慰问活动，在节前为社区（村）的数
十位贫困、单亲等困难妇女送去慰问品，鼓励她们用积极的心态坚强面对生活，树立信心，克服困
难。各村、社区也纷纷开展新春慰问活动，加大帮扶力度，送去冬日的温暖，争取让困难家庭及群众
早日走出困境。

记者了解到，高新区以春节慰问为契机，积极贯彻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理念，组织开展志愿
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基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平台的搭建。下一步，高新区将继续尽心尽力为困难群众
排忧解难，使送温暖活动真正成为一项“民心工程”，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来营造帮扶救助的良
好社会氛围。

云阳街道慰问困难“好人”
云阳街道及各社区开展慰问困难“好人”行

动，送去关心温暖，彰显对“好人”的尊重爱护，倡
导全社会尊崇好人、学习好人、争当好人的文明新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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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灯谜”

1985年接触灯谜便被灯谜迷住，34年来，林同军的生活和灯谜密切相关，现如今，灯谜热度不如
从前，林同军说——

冬日的暖阳透过玻璃窗洒
到林同军的电脑桌前，书房里
安静得只能听见翻书声和敲击
键盘的声音，通过大脑的构思
和手指的敲击，一个个只属于
丹阳的灯谜被林同军创造出
来，一行行简短的文字，让丹阳
方言的地名、桥名、路名、风俗
等变得更有意思，这些，都是林
同军创作出来的灯谜。

灯谜，对于现在的林同军
来说，是最大的乐趣，也是他业
余时间接触最多的东西。林同
军今年73岁，早已白发苍苍，但
是说起灯谜来，却十分有生气，

“灯谜伴随了我34年，是我最大
的爱好，也是我生活中最重要
的东西之一，今后，它也将一直
伴随着我。”一边翻着手边和灯
谜相关的书籍，林同军和记者
聊起了他和灯谜之间的故事。

1985 年，林同军第一次在
工人文化宫接触到灯谜。“当时
看了几个灯谜，还能猜出大部
分，瞬间就来了兴趣。”林同军
说，那次猜灯谜之后，他就开始
订阅和灯谜有关的报纸和杂志
细细研读，“当时订阅了《中华
谜报》《中华灯谜杂志》等，看着
里边的一些灯谜，越看越来
劲。”林同军说，工作日，在那时
的丹阳化肥厂上班，业余时间，
他就开始琢磨灯谜。

“当时自己也开始创作一
些灯谜，并且向一些谜报和杂
志投稿，每当看见自己的名字
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出现的时
候，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越是
接触到更多的灯谜，林同军越
是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于
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林同军决
定上灯谜学校，“去了学校才知
道，其实猜灯谜和创作灯谜是
有方法和窍门的，并不是自己
整天苦思冥想就能想出来的。”
因为酷爱灯谜，多少个夜晚，林
同军都在挑灯夜战学习灯谜知
识，很多人都称，这样学习太苦
了，但是只有林同军知道其中
的乐趣，“当你喜欢一件事的时
候，再苦你也会觉得乐在其中，
而灯谜，就是那个能让我产生
极大乐趣的东西。”1988 年，林
同军从灯谜学校毕业，与 1989
年 4月 27日与丹阳的灯谜爱好
者一起，成立了云阳谜社，并创
刊《丹阳谜花》，由时任谜社理
事长的林同军主编，并在丹阳
《诗词联》杂志上开设灯谜专
栏，当时全国各地甚至很多东
南亚的灯谜爱好者都纷纷投
稿。《云阳谜花》共出版十六期，
收到海内外谜友灯谜稿数万
条，刊登本地谜友谜作两千余
条、全国各地数百位谜友谜作
五千余条……在你来我往的交
流活动中，本地谜友们的制谜、
猜谜水平也不断提高，多次在
全国各地举办的灯谜大赛和征
射中获奖，这让他们的灯谜活
动有了更多的素材。

然而，令他苦恼的是，职工
灯谜协会没有固定的场所，每
次活动就像打游击。有一次，
协会的多位谜友相约来到林同
军家开展活动，正好被林同军
在当时云阳镇任职的妹夫看
到。“妹夫看到我们一大帮子人
尽管挤在一个小屋子里，仍然
热情高涨地交流灯谜创作，建
议我们成立一个灯谜社团，云

阳镇提供固定的活动场所。”林
同军说，因为那个年代网络不
发达，并且人们的娱乐项目较
少，这为灯谜活动提供了良好
的环境。“不夸张地说，当年的
灯谜活动是最有趣的活动，并
且参与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很
多其他活动无法相比的。每次工
人文化宫举办灯谜活动，现场总
是人头攒动，群众性的灯谜活动
很受大家欢迎。”

因为爱好灯谜的人越来越
多，当时丹阳化肥厂、丹棉等五大
厂都成立了自己的职工灯谜协
会，除了参加工人文化宫的灯谜
活动，每个厂的职工灯谜协会都
会轮番组织灯谜活动，大家一起
上台打擂台，趣味十足。

但是好日子并不长，随着
一些厂关闭，灯谜活动缺少了
丰厚奖励的吸引，灯谜活动一
度低迷。“除了一些厂关闭，其
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90年
代之后，网络渐渐发展，居民的
娱乐活动也渐渐多了起来，因
为这个原因，灯谜活动也受到
了很大的影响。”林同军说，“但
是我们谜社的一群灯谜爱好者
并没有放弃，那之后，我们就轮
流在灯谜爱好者的家中组织灯
谜活动。”

为了激起年轻人对灯谜的
兴趣，近年来，林同军还将丹阳
本土文化和灯谜紧紧联系起
来。“百姓大舞台——市民广
场；在地愿结连理枝——根交
……这些都是和丹阳本土文化
紧紧相连的灯谜，这些灯谜的
出现，对灯谜的推广起了很大

的作用。”林同军说，除此之外，
他还通过讲座、赠书、灯谜竞猜
等形式，让灯谜走进了各个社
区、学校。“之前我们在丹凤实
验小学举办了一次灯谜讲座，
师生的反响非常好。”云阳谜社
还紧扣现实生活，以“反腐倡
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两学一做”、“文明城市创建”
等为主题，创作了一批谜作。
据粗略统计，仅每年一次的、与
云阳文体中心、丹阳市文化馆
联合举办的元宵灯谜竞猜活
动，云阳谜社多年来已累计出
谜5万余条，参与活动的市民达
18万余人次。

除了个人和谜社的努力，
部门的大力推行也起到了很大
作用。2016年3月，云阳街道特
邀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竞赛活
动部共同举办“谜乡云阳”海内
外有奖灯谜创作大赛，得到了
海内外谜友的高度关注和热烈
响应。这次大赛共收到来自全
国 28个省（市、自治区）、128个
市县及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地 281 位谜友来稿 8400 多
条。最终，经全国谜界权威专
家选出优秀谜作编印成《谜乡
云阳》一书，2016 年下半年《谜
乡云阳》正式出版。

西门大街商铺张灯悬谜的
活动和文化城猜灯谜活动现在
成为一种元宵习俗，得到传承
延续。“我们已经连续30年在元
宵节这天举办灯谜竞猜活动，
每年的这一天文化城里真是热
闹，可谓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
都汇集在此，开动脑筋猜灯

谜。”林同军说，每年春节前夕，
他和云阳谜社的谜友们就要把
元宵灯谜竞猜活动的灯谜准备
好，每次都要准备 2000 多条。
这其中，既有本地谜友的创作，
也有全国各地谜友的来稿。

虽然近年来，随着相关部
门的推动和谜友们的助力，灯
谜再度焕发“青春活力”，但是
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灯谜活
动热度比起来，却有很大的一
段距离。

“灯谜是中华传统文化，也是
我们云阳的特色，我们有责任把
这一文化特色传承好、发展好。”
林同军说，接下来，他希望尽自己
最大努力，和谜友们一起将灯谜
带进学校，带到社区，呈现在更多
市民面前，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
轻人爱上灯谜。

灯谜是我国民间文学的一

种艺术形式，也是人们训练思维

和语言的一种巧妙形式。起源于

古代的隐语。两宋时期，元宵佳

节，人们在繁华的街道、店铺悬挂

花灯，一些文人雅士将谜语贴于

花灯之上供人猜射，“灯”与“谜”

结合，故称之为灯谜。灯谜因为

难猜，就像射虎一样难中，所以人

们也形容灯谜为“灯虎”“文虎”，

猜灯谜为“射虎”、“打虎”。而在

云阳，灯谜活动萌芽于清道光年

间。据《丹阳县志》记载，清道光

年间，每逢上元夜，云阳古邑西门

城墙张灯结彩，笙箫鼓笛不绝于

耳；西门外大街两侧，商铺宫灯高

悬，内置不计其数，数千众盎然射

虎。

本报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张玲芳 云宣

上图：林同军正在查询和灯谜有关的书籍
左图：林同军获得的丹阳非遗云阳灯谜代表

性传承人证书
中图、右图：市民们积极参加灯谜活动

记者 李潇 摄

春节前，阜阳社区组织社区
两委和党员志愿者，给社区内行
动不便的党员送去党建学习文
件，并给他们送去水果等慰问
品，让他们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
和社区居委会的温暖。（记者 李
潇 通讯员 孙江波 摄）

近日，云阳桥社区组织书法爱
好者写春联、福字，免费送给居民，
希望给他们带去春节的祝福。（记
者 李潇 通讯员 朱长华 摄）

近日，兴隆苑社区组织居民举
行了“迎新春 写春联 剪福字 送
祝福”活动，邀请社区内书法艺术
爱好者免费为居民写春联、写福
字，居民纷纷参加活动。（记者 李
潇 通讯员 李欣 摄）

为进一步体现社区和谐、欢
乐、祥和的氛围，营造浓厚节日气
氛，近日，太阳城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在辖区内各小区道路旁、树
枝上都挂起了大红灯笼。（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眭云宝 摄）

为丰富社区学生的寒假生
活，使他们在实践活动中增长知
识、开阔视野，度过一个快乐、安
全、有意义的假期，近日，公园新
村社区组织了以“缤纷冬日”为
主题的一系列冬令营活动。（记
者 李潇 通讯员 薛贞莉 摄）

近日，太阳城社区联合丹金
人家、万善园社区开展“禁放烟
花爆竹，欢度文明新年”舞龙舞
狮民俗文化闹新年活动。（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张从兵 蔡静
张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