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记者 葛静漪 通讯
员 陈延冤近日袁野书香射阳大讲堂冶
在县同心小学报告厅举办了一场以
野画说京剧窑弘扬国粹冶 为主题的京
剧知识讲座袁 来自该校三年级的学
生代表共同聆听了讲座遥

活动中袁 主讲老师围绕京剧的
起源尧京剧的演出形式尧京剧的脸谱
等主题袁 在理论讲授的同时结合京
剧名家动漫视频袁 让同学们直观地

了解了京剧的相关知识和风格迥异
的脸谱人物形象风采袁 近距离感受
传统国粹文化的魅力遥

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是县图书
馆近年来开展的公益性活动中的一
项袁通过传统文化教育袁将中国文化
最核心的精神和道德伦理价值观浓
缩于其中袁 为孩子们开启认识中华
传统文化的大门袁 也在他们心中播
下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种子遥

传统国粹走进同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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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晚袁 位于盐城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内气氛浓烈袁 市纪委相关领导和系统干部及千余名
观众正全神贯注地观看由我县淮剧团演出的淮剧
叶金杯窑白刃曳遥 深刻的反腐主题尧传奇的皇家故事袁丰
富的情感交织尧扣动人心的精彩剧情袁优美动听的淮
韵唱腔袁交相辉映的舞台呈现袁无不让人感受颇深袁
戏剧情节环环紧扣袁矛盾交织跌宕起伏袁主要演员恢
弘大气的舞台形象,雄浑激越的唱腔,众多演员称职
的演出, 都让这部戏不失为近年来舞台上一部思想
性尧艺术性都达到一定高度的佳作遥

反腐肃贪的浩荡之歌
叶金杯窑白刃曳描写明朝洪武三十年间袁西北地

震袁洪武皇帝亲封驸马欧阳伦为钦差大臣袁授尚方宝
剑前往赈灾兼巡查茶马走私遥 行前赐金杯御酒践行遥
欧阳伦与众朝臣当殿吟诵洪武皇帝御制诗院 金杯同
汝饮袁白刃不相饶遥 不久袁赈灾告捷袁边报稠比雪片袁
朱元璋密调西北茶马司冯尚银袁得知其中隐情袁朱元
璋传旨大理寺彻查冲关案袁 让欧阳伦与儿时的东人
贾德仁暗中交易的行为浮出水面遥

朱元璋再赐金杯御酒袁欧阳伦仰天悲啸院金杯还
是那个金杯袁御酒已不是那个御酒了啊浴 真是时光任
苒尧物是人非袁其转瞬的反差有着多么大的讽刺意味
啊浴 欧阳伦作为剧中的中心人物袁他既是皇亲国戚袁
当代皇帝的乘龙快婿袁 也是此次西北赈灾兼巡查走
私的巡案遥 手握尚方宝剑袁可谓是位高权重遥 行前皇
帝亲赐御酒践行袁是何等的八面威风袁何等的崇高荣
耀遥 面对如此的信任与权力袁他本该自省自醒袁夙夜
为民曰一心秉公执法袁铁面无私遥 谁知他却把天大的
责任丢到一边袁利欲熏心袁贪赃枉法袁最终没能逃脱
一死袁咎由自取遥 从他的身上留给人们诸多的思考袁

权利是双刃剑袁有权绝不能滥用袁否则祸患无穷袁上
危害国家袁下愧对百姓袁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袁而自食恶果浴

朱元璋作为皇帝袁 他在总结历朝历代的得失中
体验到水能载舟袁亦能覆舟的古训遥 在面对驸马犯下
滔天大罪时袁 一方面深刻检讨反思自己任人唯亲所
带来的恶果袁另一方面排除干扰尧深入密查袁最终义
无反顾地高扬起惩治腐败的利剑袁 作出了最为撕心
裂肺的抉择袁挥泪赐御酒让驸马自尽浴 因为他深知只
有这样才能取信于天下黎民百姓袁江山才能稳固浴 历
史总有着惊人的相似袁前车不忘袁后事之师遥 今天需
要我们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命袁 应该以铁腕治吏的勇
气袁让妄想贪腐的人不想腐袁不敢腐袁牢牢扎紧制度
的笼子袁旗帜鲜明地惩治腐败袁使我们的社会风清气
正遥

大气磅礴的扛鼎之作
作为一部反腐题材的作品袁 作者的视角聚焦明

朝朱洪武年代袁这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遥 欧阳伦
因为是当今皇帝的驸马袁 又是有尚方宝剑在握的巡
察袁如果他要贪腐真是太容易了遥 你看在面对昔日的
东人所求时他只是暗示手下院 看着办浴 问题就解决
了遥 在国家严查茶马走私这样的严酷法律面前袁仍有
人铤而走险袁一次性走私 80车茶叶浴 就那样堂而皇
之地闯关轻松办妥了浴 该剧让我们看到了官商勾结
是多么的可怕袁什么泱泱大法袁什么明文规定袁有钱
能使鬼推磨袁 因为贪官的一个暗示就能得到一大笔
银票袁钱来得多么容易袁一个站在权力顶峰前的人如
没有定力袁没有敬畏袁一旦溃败的坝门洞开袁那就是
一泻千里尧最终不能自拔浴 从剧中我们看到贪腐的手
法无奇不有遥 民心不可欺袁民意不可违遥 看到这部作

品袁 联想到当今社会现实中的一个个生动事例和我
们党持续开展的反腐倡廉尧惩治腐败之举袁的确具有
重要的现实警示意义遥

珠联璧合的精彩呈现
由县淮剧团演出的廉政警示淮剧叶金杯窑白刃曳袁

颠覆了人们多年来对该团的印象遥 此次庞大的演出
阵容袁主演的大气恢弘袁主要角色的相得益彰袁完全
出人意料袁让人大为振奋袁随着该剧的横穿出世袁县
淮剧团已赫然展露大团风采浴

由翟学凡领衔主演的朱元璋袁 是剧中的灵魂人
物遥 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袁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袁疾
恶如仇的刚烈秉性袁有情有爱的似水柔情袁铁腕治吏
的果敢抉择袁通过翟学凡的一招一式尧丝丝入扣的表
演袁为我们树立了洪武皇帝大气凛然袁充满霸气的形
象浴 也正是这一角色的成功饰演袁让翟学凡一举摘得
第 29届上海白玉兰奖袁他的获奖也开创了县级淮剧
团演员获得上海白玉兰这具沉甸甸大奖的先河遥

叶金杯窑白刃曳一剧由著名的剧作家贺寿光编剧袁
他多年来在戏剧艺术创作园地成果丰硕遥 当年由他
主创的现代淮剧叶奇婚记曳曾一举轰动京城袁成为改
革开放后首部地方戏的破冰之作袁 该剧目获文化部
大奖遥 此次贺寿光倾十年心血袁终成这部反腐警示淮
剧力作袁 剧中无论从整体结构的布局到人物性格的
刻画袁矛盾冲突的组织到故事悬念的设计袁尤其是精
美深刻的唱词袁可谓入木三分袁精湛精辟遥 朱洪武的
压轴唱段叶叹贪曳袁五十多句一韵到底袁层层推进尧震
撼人心袁也把朱元璋铁腕治吏尧惩腐肃贪这一形象推
到一个高峰遥 祝愿叶金杯窑白刃曳能继续打磨袁精益求
精袁力求走得更远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遥

铁腕治吏 惩腐肃贪
要要要淮剧叶金杯窑白刃曳警醒世人

本报通讯员 顾海涛

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冤自扫
黑险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四明镇
通过多种形式持续不断地开展宣
传袁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袁努力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神进入千家
万户遥

该镇有 23 个村居 181 个网
格袁社区民警带领网格长走街串户
开展宣传工作袁发放 2.5 万份叶致
广大居民一封信曳尧 张贴 200 余份
公告和 1000余份宣传画袁 组织各
村居尧单位悬挂横幅 300余条遥 还
向全镇中小学校发放 3000份 叶致
学生家长一封信曳袁 通过 野小手拉
大手冶袁 动员广大家长积极支持尧
融入专项斗争遥充分利用公安微警
务尧四明镇政务平台推送专项斗争
内容袁 动员沿街商铺 LED滚动播
放专项斗争标语 200余条袁并利用
村居 野大喇叭冶 播放专题音频袁全
方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晓率袁
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扫黑
除恶专项工作中遥

该镇组织人员深入摸排袁缜密
核查线索遥 围绕 12类重点犯罪行

为尧农村地区 4 类犯罪袁按 6 个警
务区进行逐村逐单位逐场所走访
调查遥 通过实行滚动排摸尧设立对
外举报信箱尧公布举报电话尧加强
重点人员管控以及发挥人力情报
工作质效等多项措施袁集中力量主
动出击查处涉赌类尧涉毒类尧涉娼
类等案件遥该镇制定了涉黑涉恶线
索排查工作方案袁 明确排查范围尧
方式尧工作要求及村渊社区冤尧部门
职责曰 将扫黑除恶工作进一步细
化袁 抓好落实袁 积极发动网格员尧
矛盾调解员和党员群众参与到扫
黑除恶工作中袁保证辖区内黑恶势
力线索摸排不丢不漏袁全方位收集
线索袁摸排实现全覆盖遥 对摸排到
的每条线索逐一记录袁跟踪办理过
程袁确保件件有部署尧件件有落实尧
件件有结果遥

四明镇
群策群力“剑指”黑恶势力

本报讯渊通讯员 薛国春冤近年
来袁县审计局始终把素质建设尧能力
提升和团队协作作为队伍建设的根
本袁从教育培训尧实践锻炼入手袁注
重对内挖潜袁整合现有人力资源袁锻
造审计尖兵遥

培训教育打造野先锋军冶遥 该局
利用内审协会组织的业务培训机
会袁 组织全体人员分 3批外出培训
学习袁主动开展信息化审计的探索袁
采用野跟班锻炼冶的形式袁多次派员
参与上级审计机关组织实施的审计

项目遥 同时激励审计人员考取学历
和职称袁 取得中级以上职称 19人袁
通过审计署计算机审计中级考试
13人遥 搭建平台锻炼野生力军冶遥 近
两年来袁 该局 4人 5次被抽用参加
上级审计机关的审计项目袁10人 13
次被省市县委抽用参加巡视巡察工
作袁均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袁2人
受到了省厅和市局的通报表扬遥 同
时注重为年青同志的成长搭平台尧
创机会尧压担子袁在实践中锻炼和培
养年青同志独挡一面的能力遥

县审计局

“教育 +实践”锻造审计尖兵

本报讯渊记者 成杰 通讯员
顾正航冤为有效提升基层呼吸疾病
综合防治能力袁省卫健委尧省基层
卫生协会在全省启动实施慢阻肺
项目孵化工作遥 近日袁我县临海中
心卫生院经过积极申报尧 努力创
建袁成功入选全省第一批基层孵化
点项目实施单位袁是全市入选基层
单位四家之一袁 也是我县唯一一
家遥

临海中心卫生院是一所一级
甲等卫生院袁是全县五所中心卫生
院尧三大区域中心之一袁先后获得
省示范乡镇卫生院和国家群众满

意乡镇卫生院荣誉称号遥 年门诊量
近 20万人次袁住院近 4000人次袁手
术 700多例次遥在创建过程中袁该院
加大慢阻肺综合防治教育袁加大设
施投入袁改善就医环境袁强化制度
建设和队伍建设袁不断提高医疗质
量管理遥 该院将以此项目为契机袁
认真按照慢阻肺专科建设机制及
流程开展工作袁加大力度推进慢阻
肺综合防治技术的应用袁加强与上
一级大医院的合作袁让临海镇及其
周边的老百姓在野家门口冶可以解
决慢阻肺所带来的困扰遥

临海中心卫生院

入选省第一批慢阻肺项目孵化单位

近年来袁我县有序推进垃圾分类尧垃圾回收等
民生工程袁一个个垃圾处理中心袁一栋栋垃圾中转
站相继投入使用遥

近日袁记者来到位于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的全县
城乡生活垃圾中转站建设现场袁几十名头戴安全帽
的工人正在砌筑内墙袁远处几台挖掘机正在对基坑
进行回填遥施工方江苏鹤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兵向记者介绍道院野这个大型垃圾中转站是县
委尧县政府今年的民生工程之一袁工程于 3月份开

工袁计划 9月底竣工投入使用袁目前南边办公楼已
经封顶进入装修阶段袁北边主体正在进行立模钢筋
绑扎遥 冶

垃圾处理好袁生活真美妙遥 垃圾处理既是环境
保护的需要袁更是民生改善所向遥 施工现场几名工
程监理正在对进场材料进行逐一检测遥为了建设好
这个大型垃圾中转站袁 鹤翔公司在工程中标后袁就
开展了周密部署尧认真编制施工方案尧合理安排工
期等工作遥 野我公司承建过大型污水井尧 公共卫生

间尧畜禽粪污处理站等多项民生工程袁这次的垃圾
处理站袁既是工程袁更是责任袁我们一定会在保质保
量的情况下袁按序时推进工程建设遥 冶张兵说遥

县环卫处负责人说院野县城每天都会产生大量
生活垃圾袁目前的垃圾处理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处理
需求袁 这次建设的大型垃圾处理站总建筑面积约
6500平方米袁等中转站投入使用以后袁可让垃圾有
地可去袁 每天收集的垃圾经过处理后将运往盐城尧
大丰等地进行焚烧发电袁既清洁了生活环境袁又实
现了资源再利用遥 冶

“让垃圾有地可去”
本报记者 盛诚

今年 6月是全国第 18个野安全生产月冶遥 6月 16日袁我县在太阳城广场开展以野防风
险尧除隐患尧遏事故冶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大型广场宣传活动遥

图 员.县民间文艺团体同祥演出队袁运用快板尧淮剧尧小品等节目形式宣传安全知识遥
图 圆.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援志愿者们现场示范应急救援知识遥
图 猿.县消防大队工作人员现场进行消防演练并科普消防常识遥

郭开国 陈允标 摄

于

渊上接一版冤

乘野风冶起势袁抢占行业新高点

4月 11日袁我县成功举办以野追风铸梦尧智造未
来冶为主题的中国窑射阳首届风电产业发展论坛袁邀
请世界 500 强采埃孚在内的 20 余家行业领军企
业尧近 150名海内外海上风电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共
话射阳海上风电产业发展袁为我县发展风电产业提
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遥

眼界高时无物碍遥 为打造国际风电产业新城袁
我县邀请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修编

风电规划报告袁 把发展风电产业纳入全县重大发
展战略中袁并作为支柱产业全力以赴加以培植遥 邀
请丹麦埃斯比约港尧 同济大学和远景能源集团的
专家学者共同编制完成中国射阳国际海上风电产
业新城规划袁涵盖了港口尧园区尧城市袁设置生产制
造尧工程服务尧测试验证尧物流储运尧人才培养尧科
技研发尧智慧软件尧综合服务等八大功能板块遥 有
了科学规划的指引袁 我县逐渐构筑起优良的发展
平台袁有效提升了风电产业园区的承载力袁使风电
产业迈向年产值 1500亿元尧带动就业人口超 10 万
人的目标正在逐步成为现实遥

为让风电产业发展更坚实袁 我县成立新能源
产业发展协会袁通过建立健全风电场建设尧风电装
备制造尧 风电配套产业等在内的大风电产业协同
发展和自律体系袁 协调解决县域风电产业发展遇
到的难题遥 此外袁我县注重培强装备制造企业袁通
过推动风电产业资源整合尧 资本融合尧 产学研合
作袁提升企业的创新力尧竞争力遥 以创新引领发展袁
努力使得我县从激烈的风电产业市场中突围而
出遥 如今袁管桩尧叶片尧发动机等越来越多的风电装
备产品陆续贴上野射阳造冶标签袁一座海上国际风
电产业新城崭露头角遥

旌旗高舞风帆劲袁在一曲野风光冶无限的野大风
歌冶里袁射阳蹄疾步稳袁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遥

鹤乡高唱野大风歌冶

Jiangsu Sheyang Taishang County Bank

详询院0515-82200318尧89201588
地址院合德镇人民西路 17号

金易贷是向交纳个人公积金的
客户群体，投放用于消费的个人信
用贷款；税易贷是向交纳个人所得
税的客户群体，投放用于消费的个

人信用贷款。
产品特点：1、提供材料少。对于

意向信贷客户，仅需向我行提供夫
妻双方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公

积金交纳信息、个人所得税交纳信
息等材料。2、审批速度快。在客户授
信资料提供齐全后 1-3个工作日即
可完成授信审批。在授信期内，客户
可随用随还，贷款利息按实际用款
时间计算，不使用不计息。

本报讯渊通讯员 邱玲娜冤当前
正值野三夏冶大忙季节遥 为进一步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袁新洋农场开展野安
全生产和消防隐患大排查冶活动袁确
保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强化宣传发动遥 该农场通过召
开部署会尧悬挂宣传标语尧微信公众
号尧 广播尧 电视滚动大屏等多种形
式袁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袁要
求各单位尧 部门负责人挂钩相关单
位袁深入开展大走访袁营造人人参与
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遥

从严检查督查遥 该农场重点对

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和企业职工安全
保护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袁 检查消防
设施是否配备完整尧 消防器材是否
安全有效等情况袁 与企业负责人进
行深入交流袁提出合理化建议遥对老
旧小区私接电线分层分类检查袁做
到纵到底尧横到边袁发现问题立即开
具叶安全和消防隐患告知书曳袁责令
相关单位立即整改袁 并落实专人跟
踪至整改结束遥此外袁还结合秸秆双
禁等工作袁重点对农机具使用尧道路
交通安全进行实地摸排袁 严防事故
发生遥

新洋农场

筑牢夏季安全生产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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