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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郡玉 通
讯员 王慧） 百年风范薪火相
传，廿载芳华弦歌不辍。16日，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建院 20
周年发展大会在丹阳校区召
开。镇江市领导惠建林、潘早
云、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胡敏
强以及黄春年、黄万荣、李忠法、
沈岳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了活动。

2017年 9月，中北学院丹阳
校区正式启用，揭开了中北学院
发展历程上新的篇章，在应用型
人才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建
设、校地校企合作、国际交流培
养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

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胡
敏强在致词中表示，办学 20 年
来，中北学院紧密依托南师大优
质的教育教学资源，秉承百年南

师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先进的教
育理念，大力优化校园环境，稳
步拓展办学规模，不断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办学成
就，现已成为在省内外享有较高
声誉的独立学院。南京师范大
学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中北学
院的建设发展，配备更多优质教
学资源，努力为中北学院的发展
提供更加良好的支撑，与丹阳共
同携手，为把中北学院建设成一
所办学特色鲜明、教育教学质量
优良的国内一流应用型本科大
学而共同奋斗。

发展大会上，镇江市委书记
惠建林指出，中北学院是南师大
的重要一员，作为全国首批独立
学院，20年来，中北师生坚持“正
德厚生笃学敏行”的校训，科学

定位，特色办学，初步形成了宽
基础、复合型、有特色的人才培
养格局，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
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惠建林强调，镇江和南师大
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成功
实施了南师大镇江创新发展研究
院、附属镇江小学幼儿园等一批
共建项目，在高端人才引培、技术
研发应用、基础教育建设等方面
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北学院迁址
丹阳更是开启了双方通力合作的
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北学院紧
密结合区域产业特点，新增七个
应用型本科专业，与200多家企业
共建实习基地，成为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重要的人才库和创新源。

惠建林强调，地方要倍加珍
惜中北学院这块金字招牌和智
力之源，努力在学科建设、教学

科研、创新创业等方面，为广大
师生创造一流环境，促进更多内
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校企合作，
实现提升高校学科建设水平和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双赢。

中北学院自 2017 年迁址我
市办学以来，与我市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建立了多
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并产生了
多项合作成果。为了进一步提
升合作层次，深化合作内涵，当
天，中北学院与江苏鱼跃医疗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天工国际有限
公司、万新光学集团签订了共建
行业学院的战略合作协议。

会上，中北学院院长常青汇
报了学院 20年的发展情况。中
北学院理事长张序余与中北学
院校友联谊会会长常青为“校友
联谊会”揭牌。

又到了农忙季节，农村的机
耕手已经下田收割，记者昨日在
吕城镇河北村张家村村民小组
的田块里看到，一位身着红色长
袖T恤、蓄着胡须的中年人在田
头了解收割情况，他就是张家村
的村民小组长季宏平——一位
画家“村长”。

从小跟父母在上海生活的
季宏平老家就是张家村。季宏
平自幼喜欢绘画，1980年从部队
退伍回乡后，他继续自己的艺术
追求，先后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环境艺术系、中央美术学院
油画系，是位职业油画家、设计
师、建造师，中国油画协会会
员。2010 年就在南京成立了油
画工作室，其油画、设计作品也
多次参加过全国及省市展览，并
在国内外获奖，被中国美术馆在

内的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等机
构和个人收藏。季宏平曾主持
或参与过镇江市博物馆、连云港
开发区中心广场、丹阳东亚大酒
店、丹阳农行大厦和丹阳西郊宾
馆等建筑装修设计。也许是作
为家中长子要照顾退休后回老
家居住的父母，也许是因为难以
割舍的乡愁，季宏平每年有很长
一段时间都住在张家村。张家
村经济薄弱，村庄面貌陈旧，许
多年轻人都离家到城里工作，村
里剩下的大部分是老年人，还有
少数留守儿童，来自大城市、对
人和蔼的季宏平自然成为大家
交流沟通的对象。季宏平在田
头写生，常常吸引一些老人和小
孩围观，村里小朋友还拿着自己
的画作请他指导，季宏平总是热
心指点，张家村村民们对这位画

家村民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
2016年秋天，张家村原来的

村民小组长因为年老体弱不能
继续当村民小组长了，于是河北
村在张家村民小组举行了村民
小组长的改选。谁知开会时，村
里的一位贫困老人突发疾病，在
现场参加选举的季宏平立即驾
车把老人送到医院急救并帮老
人支付了医药费。回到村里后，
季宏平才知道村民们已选举他
为张家村村民小组长。村民们
说，宏平有文化、爱家乡、为人热
心，选他当村民小组长很合适。

一下子从画家成了“村长”，
季宏平有点发懵，毕竟村里的事
和画画、搞设计可不一样，农忙、
秸秆禁烧、联系农机收割、荒塘
复垦、村容村貌和协调矛盾等等
都要管。比如，村里有一个垃圾
收集点堆了许多废品，严重影响
村里环境，在协调无果的情况
下，季宏平自掏腰包7000多元取
缔了这个垃圾收集点。季宏平
作为画家，除了乡土情结，他对
村容村貌也有自己独特的视

角。他觉得张家村虽然村容老
旧，但村子三面环水，保留着江
南水乡浓郁的原始风貌，便组织
人员对村前大沟进行整理清淤，
还在河边种植了800多株各种花
木，重塑村前景观带。季宏平希
望通过改善村庄面貌唤醒村民向
往美好环境的意识。季宏平正在
积极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保留
和优化村里的原始风貌，并把一
些闲置房利用起来，搞点小型的

“农家乐”，组织省内外画家到村里
和吕城来写生、创作，慢慢把张
家村变成一个“画家村”。

当“村长”后，季宏平的画笔
下也有了更多江南农村的画
面。《江南春早》《晌午的风》等油
画作品相继问世。季宏平近来
一边安排村里的秋收秋种，一边
忙着准备作品参加全国画展。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这个

“村长”，主要是因为故土情深、
家乡情缘。对村民的认可，他表
示依然忐忑。他希望在服务村
民和实现心中梦想的过程中让
自己这个“村长”变得更加合格。

南师大中北学院庆祝建院20周年
与鱼跃医疗、天工国际、万新光学签订共建行业学院的战略合作协议

画家“村长”季宏平
本报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姜锁平

今日视点

珥陵镇的冈田精机丹
阳有限公司投资1.2亿元进
行升级扩能，新建了 180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添置
了一批先进的数控生产设
备，新厂日前已正式投产，
预计公司年销售将达 5 亿
元。图为公司技术人员在
检查刀库部件质量。(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张朝民 摄)

冈田精机
新厂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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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穿越可可西里
27人被罚13.5万

11月 1日，由10辆越野车、

27人组成的非法穿越团伙从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

市花土沟镇进入可可西里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11月4日晚，当地

森林公安于可可西里太阳湖附近

将该非法穿越团伙抓获。按照保

护区相关管理条例，对非法穿越

团伙每人处以5000元罚款，并对

他们进行了相关警示、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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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篮杀入
东京奥运资格赛

17日，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

篮资格赛亚太区预赛继续在新西

兰进行，面对小组最后一个对手

菲律宾队，比赛没有任何悬念，

127比49，中国女篮取得一场78

分的大胜，成功晋级明年2月的

最终资格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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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已“到货”
注意防寒保暖

北方有一股强冷空气正在东

移南下，受其影响，未来48小时

内我市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下

降10℃以上。其中，19日早晨最

低气温可达4℃，并可能伴有陆

上5到7级、江河湖面6到8级的

偏北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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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新华社巴黎 11 月 16 日
电 法国“黄马甲”游行示威者
16日在巴黎、南特和里昂等多
个城市与警方发生严重冲
突。巴黎警方当天逮捕了 147
名暴力示威者。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
部分打砸抢分子在巴黎的意
大利广场、莱阿勒购物中心等
地，破坏商店、银行、酒店和其
他公共设施，警察对其进行驱
散并与之发生严重冲突。鉴
于意大利广场上暴力活动升
级，巴黎警察局从当天下午开
始取消了该广场的游行许可。

受游行活动影响，巴黎地
铁市中心多站临时关闭。部
分游行示威者还冲上了巴黎
环城公路，造成环城交通一度
阻塞。

法国“黄马甲”运动始于
2018 年 11 月 17 日，起因是抗
议政府上调燃油税。该运动
每周六举行游行示威，其间多
次发生严重暴力打砸事件和
警方与游行队伍的激烈冲突。

据当地媒体报道，随着法
国政府采取多项应对措施，

“黄马甲”运动势头大幅减弱。

新华社纽约 11月 16日电
多名美国资深中美关系专家日
前在纽约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
员会举办的年度晚宴时表示，美
中妥善解决贸易纠纷，推动双边
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将造福
两国人民，同时对世界产生正面
溢出效应。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美
中两国应妥善管控分歧，形成对
未来的共同信念，努力构建“坦
诚以待”的双边关系。

基辛格表示，美中都是当今
世界大国，双方冲突会酿成不堪
设想的后果。美中面对的课题
在于，双方能否对未来形成足够
的共同信念，从而避免一场发生
于两国间的冲突。自己有信心，

同时也期待美中妥善解决贸易
紧张态势，积极推动达成协议，
从而使美中关系的红利惠及世
界。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欧伦斯指出，美方基于双边贸易
赤字事关重大这一经济谬论而
发起的加征关税措施，给美中
两国人民造成了伤害。他强调
美中继续开展教育、人文、经贸、
投资等各领域交流往来的重要
性。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向
世界敞开大门，欧伦斯成为第一
批进入中国的美国人，此后经常
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是名副其
实的“中国通”。他在讲话中以
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来表达对未来
两国关系的信心。

美国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
斯在致辞中表示，她并不认同所
谓的美中“脱钩论”，相反，美中
两国共同努力确保和平与繁荣，
符合双方利益。

美国丘博保险公司首席执
行官埃文·格林伯格说，合作和
交流对双方有益，美国商业界希
望同中国保持合作，而不是“脱
钩”。“我们希望在捍卫各自国家
利益的同时，寻求合作和良性竞
争。”他说。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
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回顾了35年
前他初次来到中国时的情景。
他回忆说，他在北京一栋棕色高

楼的10层俯瞰窗外的胡同，畅想
改革开放将给这片“高度文明、
智慧、温暖的”土地带来怎样的
变化。他说，很幸运自己能够从
各个方面了解中国人民，与中国
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打交道，并从
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中国过
去数十年间的发展成就是“无与
伦比的奇迹”。

达利欧说，中国的历史铸就
其灿烂的文化和超凡的实力。
美国之为美国，中国之为中国，
均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
希望美中两国能够加深了解，
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
建立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而
不是期待让对方变得跟自己一
模一样。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7 日
电 柬埔寨政府一名官员日前
确认，2020年起禁止在吴哥窟
骑大象。

吴哥窟所属的吴哥古迹
位于柬埔寨北部暹粒省，1992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吸引
大量外国游客，其中不少人选
择骑大象观光。大约600万游
客2018年访问柬埔寨。

吴哥古迹管理部门发言
人龙谷沙说：“用大象做生意
不再合适……（骑象服务）将
从2020年起结束。”

龙谷沙说，共有14头大象
供游客骑行，其中一些“年事
已高”。它们将搬到距离吴哥
窟大约 40 公里的一处森林，

“过原有的生活”。
一头母象 2016 年驮游客

观光吴哥窟时倒地丧生，当时
天气炎热，死前它连续“工作”
45分钟。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陪审
团15日裁定，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竞选团队前政治顾问罗杰·
斯通所涉七项罪名全部成立，
包括向国会作伪证和妨碍特别
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团队的“通
俄”调查。

量刑定于明年2月宣布，刑
期最高可达20年。特朗普当天
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称斯
通遭遇的双重标准在美国历史
上“前所未见”。

【“封口”待量刑】

斯通现年 67 岁，是第六名
因“通俄”调查定罪的特朗普竞
选团队前成员。

路透社报道，在受到指控
的特朗普竞选团队前成员中，
只有斯通和前竞选经理保罗·
马纳福特拒绝认罪，没有为换
取减罪、减刑而与联邦检察官
达成认罪协议。马纳福特 3月
由两家联邦法院累计判处超过
7年监禁。

斯通所受指控包括在国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通俄”调
查作证时撒谎、妨碍米勒团队

“通俄”调查以及干扰证人。
陪审团裁决宣布时，斯通

面无表情。检方要求法院在量
刑宣布前羁押斯通，没有获
批。量刑定于明年 2 月 6 日宣
布。美联社报道，刑期可长达
20年。

法官埃米·杰克逊维持对
斯通的“封口令”，即不得与媒
体谈论所涉案件、不得在社交
媒体发布相关言论。

米勒 2017 年 5 月发起“通
俄”调查，针对特朗普竞选团队
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是否与
俄罗斯方面“串通”以及这名共
和党籍总统后续是否妨碍司法
调查。调查今年3月结束，起诉
几十名美方和俄方人员，但没
有发现特朗普及其团队2016年
总统选举期间与俄罗斯政府

“串通”的证据。

【特朗普谴责】

斯通及其律师没有就陪审
团裁决回应媒体记者提问。

斯通常年活跃于美国政治
和竞选咨询领域，曾为多名共
和党总统候选人助选，是特朗
普竞选团队早期成员之一，
2015年8月离开，但一直与特朗
普竞选团队保持联系并公开为
特朗普助选。

陪审团裁决宣布后，特朗
普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予以
谴责，称斯通遭遇的双重标准
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

法官杰克逊当天还宣布，
特朗普竞选团队前成员里克·
盖茨的量刑定于下月17日在华
盛顿联邦法院宣布。

盖茨先前与检方达成认罪
协议，配合调查以换取减罪、减
刑。他最近一次作证是在斯通
所面临诉讼的庭审阶段。

美专家呼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特朗普竞选团队前政治顾问
七项罪名成立新华社悉尼 11 月 17 日

电 林火一直是澳大利亚自然
生态的一部分，但今年林火持
续肆虐，“灾难级”火警一度威
胁600万居民，导致约600所学
校被迫关闭，如此规模的林火
引起多方关注。

截至 17日，澳大利亚东西
海岸均有林火肆虐。新南威尔
士州目前火情稍有缓和，消防
人员正在部分地区采用以火攻
火的办法控制火势蔓延。

新州自进入今年林火季以
来，过火面积超过 100万公顷，
远超历年来的平均值。据 16
日新州农村消防局公告，今年
林火季开始以来已导致 6人死
亡，412栋房屋被毁。

相邻的昆士兰州部分地区
林火继续延烧，截至 17日昆州
至少有 14栋房屋被毁，还有一
架救火直升机坠毁，但所幸未
有人员死亡。

新州农村消防局人士对新
华社记者说，今年的新州林火
季始于7月，持续至今。11月8
日灾情加重，一度有 17处林火
被列为“危急”级别，更在 12日
蔓延到悉尼北岸地区，对民居
构成威胁，后经消防人员全力
扑救才控制了火情。

昆州的林火季同样始于 7
月，比往常提前。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
火灾研究中心主任戴维·鲍曼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入春以来澳各地出现的
林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他认
为这和全球气候变暖是“相吻
合”的。

澳大利亚
遭遇林火肆虐

吴哥窟明年起
禁骑大象

巴黎逮捕上百名
暴力示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