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记者 戴岱 周蓉蓉冤11 月 29 日上午袁野有爱
射阳尧最美鹤乡冶江苏省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渊盐城射阳冤现
场交流活动在县党群教育中心举行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尧省
文明办主任葛莱袁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长吴晓丹出席活动袁县
委书记尧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唐敬参加活动并致辞遥

唐敬在致辞中说袁射阳自古崇德向善尧民风淳朴袁独特

的丹顶鹤文化尧红色文化尧湿地文化尧海盐文化尧移民
文化在这里积淀融合袁孕育了和谐包容尧尊礼守德的道
德底蕴遥 近年来袁 在省市委宣传部及省市文明办的精
心指导下袁 我县坚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全国试点和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袁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袁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大力实施公民道德
建设工程袁 社会道德风尚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
态势袁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袁道德楷模相映成辉袁先后有
7人当选中国好人袁60多人次获评省尧市好人和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袁助人为乐尧见义勇为尧诚实守信尧敬业奉
献尧孝老爱亲的野好人精神冶在射阳大地蔚然成风遥

唐敬强调袁社会进步需要崇高的道德力量来推动遥
当前袁 我县正处于奋力追赶跨越尧 决胜全面小康的关
键时期袁 尤为需要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遥 全
县上下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袁以这次现场交流活动为新起点尧新动力袁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的各
项决策部署袁持续深入推进野有爱射阳冶道德风尚主题
实践活动袁进一步弘扬道德之美袁引领时代之风袁放大
好人效应袁 巩固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袁 真正让举旗
帜尧聚民心尧育新人尧兴文化尧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射
阳落地生根袁 为射阳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尧 推进高
质量发展尧 早日实现盐城中部率先崛起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遥

活动现场播放了我县道德风尚高地建设专题片袁
举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袁20 多位道德模范以及好人代
表与 500 多名观众分享了他们的感人事迹袁 共同感受
撼动人心的道德正能量遥 现场还揭晓了 22 名 11 月份
野江苏好人冶和 4 名 11 月份野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冶名
单遥

活动结束后袁 葛莱一行还来到射阳安徒生童话乐
园袁察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站遥

江苏省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在射阳举行

葛莱吴晓丹出席 唐敬致辞

野高飞的丹顶
鹤袁捎回了北京的喜
讯袁在黄海湿地写下
祝福的诗行曰奔腾的
射阳河袁映照着不变
的初心袁在鹤乡射阳
定格 最美的 群 像
噎噎冶伴随着一段悠
扬的 叶盛世国乐曳古
琴旋律袁射阳第十三
届丹顶鹤文化艺术
节暨经贸洽谈会第
六届 野最美射阳人冶
评选揭晓活动正式
拉开序幕遥

德是文明之基袁
更是城市之魂遥万众
瞩目的舞台上袁闪耀
的聚光灯下袁评选出
的第六届野最美射阳
人冶 之最美道德模
范尧 最美法治人物尧
最美职工尧 最美农
民尧最美教师尧最美

医务工作者尧最美创业精英尧最美服务
明星尧最美基层干部尧最美赤子身披绶
带袁依次登台野亮相冶遥有用大爱无私之
心诠释野人道尧博爱尧奉献冶等红十字精
神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群体曰
有多次冲进火场勇救邻居的退休干部
沈海滨曰 有为射阳安徒生乐园项目建
设袁 奉献青春和热血的城建集团安徒
生项目组曰 有参加 2019年 10月 1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阅
兵大典袁 圆满完成受阅任务的受阅军
人团队曰 有勇挑责任重担为我县农村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积极贡献力量的农
业农村局综合科负责人邹春燕噎噎百
余名野最美射阳人冶以最平凡的故事袁
构筑起新时代有爱射阳最美的一道风
景遥 一座座奖杯尧一张张证书袁见证着
大爱无疆袁传递着人间真情袁诠释着人
性美好遥
室外寒风凌冽袁室内座无虚席遥在

涌动着感动氛围的现场袁 演员们用最
真诚的演出将评选揭晓活动不断推向
高潮遥

杂技正因为它挑战不可能的惊
险袁 追求艺术表现力的完美而受到人
们的青睐袁县杂技团带来的叶步步高曳袁
用刚柔相济的表现手法袁 将杂技艺术
表现到极致袁获得满堂喝彩曰射阳安徒
生项目建设过程中困难重重袁 但是建
设者们从未言弃袁 县文化馆演出的话
剧叶为了青春的誓言曳真实再现了当时
的热血现场袁 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噎噎野虽然最美射阳人他们的年龄尧职
业尧经历各不相同袁但每个人都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袁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
承着优良传统尧传播着文明种子尧引领
着时代风尚袁给我们以感召和启迪遥 冶
在现场参与活动的县宣传部门相关负
责人如是说遥

生动演绎野一个真实故事冶袁绘就
野一座有爱小城冶的最美底色遥 虽然评
选揭晓活动已然落幕袁 但感动不止于
此袁野最美冶故事仍在继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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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 周蓉蓉冤11 月 28 日晚袁射阳
第十三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经贸洽谈会举行第六届野最
美射阳人冶评选揭晓活动遥丹麦王室亚历桑德拉公主尧阿勒
弗里德特伯爵袁安徒生奖创始人本尼窑尼伯应邀出席活动遥
县委书记唐敬致辞并为野最美赤子冶颁奖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
长吴冈玉主持活动遥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季晓春尧县政协主
席邱德兵参加遥 海内外各界客商尧高层次人才代表和媒体
记者尧第六届野最美射阳人冶获奖者和提名者等出席遥

唐敬在致辞时说袁我县自 2014 年首届野最美射阳人冶
评选表彰活动启动以来袁每一届评选颁奖都带给每个射阳
人感动和震撼袁让大家对射阳这座崇德向善的城市心怀热
爱尧充满自豪遥 近年来袁我县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统领袁
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袁 扎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袁入
选全国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遥通过不断加强
身边道德模范尧身边好人的发现尧挖掘尧宣传和评选力度袁
涌现出一大批体现时代特色尧 富有时代精神的 野最美人

物冶遥 当前袁射阳正处于奋力追赶跨越尧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袁面对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袁我们要坚持
以德树人尧以文化人尧以美育人袁纵深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
建设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袁培育时代新人袁全力塑造厚德之
城尧诚信之城尧志愿之城尧公益之城遥 全县上下要以此次颁
奖活动为契机袁用榜样的力量感召人尧提升人尧成就人袁迅
速掀起学习先进尧崇尚文明尧争当模范的热潮袁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袁凝聚全县百万干群的理想信念尧道德观念尧价
值理念袁为推进射阳早日实现盐城中部率先崛起袁提供丰
润道德滋养袁凝聚磅礴精神力量遥

活动现场袁第六届野最美射阳人冶评选结果揭晓袁野最美
赤子冶野最美道德模范冶野最美创业精英冶等十大类受表彰典
型高举奖杯登台亮相遥活动评选出的野最美射阳人冶包括接
种鹤乡大爱基因尧 点亮希望之光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团队袁
三次冲进火场救出邻居一家六口尧自己烧成重伤的退休干
部沈海滨袁发明野24小时模式冶推进项目建设尧让野童话冶项

目秒变野神话冶故事的安徒生童话乐园项目创业团队袁舍小
家为大家尧远赴边疆播撒知识的县援疆教师团队等袁他们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着优良传统尧 传播着文明种子尧引
领着时代风尚袁用实实在在尧可感可知的道德力量尧善良价
值尧美好人性感动了鹤乡遥 他们的事迹是野一个真实故事冶
的生动演绎袁更是野一座有爱小城冶的最美底色遥野最美射阳
人冶评选活动袁用典型力量推动道德建设尧用模范事迹引领
社会风尚袁进一步凝聚全县百万人民热爱家乡尧建设家乡
的广泛共识袁激发在外射阳人感恩故土尧回报桑梓的赤子
情怀袁为推动射阳早日实现盐城中部率先崛起提供强大的
思想保证尧精神力量和道德滋养遥

活动现场袁古琴古筝与舞蹈叶盛世国乐曳尧杂技叶步步
高曳尧话剧叶为了青春的誓言曳尧诗朗诵叶祖国正东方窑射阳
好风光曳尧歌曲叶湿地恋歌曳叶鹰翔曳叶在灿烂阳光下曳等精彩
的演出袁博得观众阵阵掌声遥

射阳第十三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
经贸洽谈会举行第六届“最美射阳人”评选揭晓活动

唐敬致辞 吴冈玉主持 季晓春邱德兵参加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
王明月冤11月 29日晚袁射阳
第十三届丹顶鹤文化艺术
节暨经贸洽谈会闭幕式野淮
韵港海窑沪动鹤乡冶 专场文
艺演出在县党群教育中心
成功举办遥 市文广旅局局长
季德荣出席活动袁县委副书
记尧县长吴冈玉致闭幕辞遥

吴冈玉在致辞时说袁我
县连续十三年举办的丹顶
鹤文化艺术节暨经贸洽谈
会活动袁已经成为激扬发展
活力尧提振发展信心的重要
载体遥 本次艺术节坚持继承
和创新相结合尧深度与广度
相融合袁组织了重大项目集
中签约尧安徒生童话乐园开
园尧野最美射阳人冶评选揭晓
等系列文化经贸活动袁进一
步展示了野有爱射阳尧最美
鹤乡冶的生动画面袁得到了
嘉宾客商的一致好评袁收获
了更多的祝福与合作遥 本次
活动中袁我县共签约各类项
目 42个袁计划总投资 115亿
元袁必将为射阳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遥 当前袁我
县正积极抢抓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
多重国家战略纵深推进机
遇袁大力践行野两海两绿冶发
展路径袁 坚持聚焦项目强
县尧聚力开放创新袁延续此
次艺术节带给我们的拼搏
精神尧发展自信尧创新动力袁
进一步构建开放开发新格
局袁为推动射阳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持续奋斗尧再立新
功遥

野淮韵港海窑沪动鹤乡冶
专场文艺演出中袁来自上海
淮剧团尧 江苏省淮剧团尧南
京市越剧团尧县淮剧团等国
内知名剧团的艺术家们为
射阳群众呈现了一场精彩
绝伦的文化盛宴遥 获得第十
五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大奖的现代淮剧 叶小
镇曳选段尧轰动苏沪的新编
大型历史剧叶金杯窑白刃曳选
段等优秀剧目悉数亮相袁精彩的剧情尧委婉的唱腔尧精湛
的演绎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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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11月 28日射阳安徒生童话乐园开园了浴
经丹麦王室授权集童话乐园尧 北欧风情街于一
体的文旅综合体的开园袁 不仅标志着我县自此
告别没有大型综合性乐园的历史袁 而且意味着
全县文旅产业高速发展新纪元的开启遥

作为国内第二家以安徒生命名的亲子乐
园袁该项目从 2018年 1月 28日开工建设至今袁
始终备受关注遥开园之际袁记者走进射阳安徒生
童话乐园袁 去倾听最美创业精英要要要安徒生童
话乐园项目创业团队背后的故事遥

600多个日夜要要要
项目建设演绎野速度与激情冶
野我们是从 2017年下半年开始接手的袁光

项目洽谈就谈了 4个多月袁才签订初步协议遥特
意聘请了我国成立最早的尧 规模最大的综合性
甲级建筑设计院要要要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
总体规划设计图遥 冶日前袁在射阳安徒生童话乐
园的游客中心袁 记者见到了该公司副总经理王
瑚遥连续几个月的熬夜赶工袁让这个原本阳光帅
气的大男孩显得有些疲累和沧桑遥 自 2018年 1
月 28日乐园正式开工后袁当时由县城建集团组

建的包括他在内的 7 人项目组就开始全程进
驻遥 这过去的一年多里袁大家以工地为野家冶袁与
整个项目一同野成长冶遥

乐园建设不同于普通商业建筑袁 同等规模
的乐园通常从前期规划到最后落地实施袁 最快
也需要 5年时间遥 但是安徒生童话乐园需要在
2年内完成遥 用最短的时间建设出最高质量尧最
高标准的项目袁 这无疑是摆在项目组面前的一
道巨大难题遥野安徒生童话乐园项目不仅仅是一
个团队的事情袁而是整个集团的头等大事浴 冶城
建集团董事长陈曙的一句响亮话语袁 点燃了整
个团队奋力追赶进度的热情遥

号令既出袁动若风发遥 一时间袁从全程进驻

项目的设计尧运营尧建设尧招商组袁乃至集团的办
公室尧 后勤保障部等均全天候加入工程建设的
各项工作中来遥 野在施工过程中袁我们主要采用
独创的耶逆向工作法爷遥 刚开始就从梳理征地拆
迁尧杆线迁改尧绿化迁移尧临建搭设等影响工程
进度的制约因素着手袁逐个解决问题袁为项目顺
利开展扫除障碍遥 同时袁对工程重要部位尧隐蔽
工程尧特殊工艺等实行耶人盯人尧人盯项目尧人盯
工艺爷的方式袁将原本的建设工期压缩至最短遥冶
项目建设组负责人戴其龙谈起项目建设袁 显得
经验十足遥在他独创的工作法引领下袁原本需要
2个半月才能完成的工程量袁 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 40天就完成袁且完全符合国家要求和法定

程序遥
有志者事竟成遥 经过 600多个日夜的争分

夺秒袁目前安徒生童话乐园内的 13栋商业楼尧2
个中心尧7个场馆尧4个服务用房尧1个特色餐厅
的规划设计已经完成袁乐园一期入口广场区域尧
一期配套商业区域尧 安徒生体验馆和童梦森林
区域的施工也已完成遥

误差不超过 5mm要要要
出产成品追求野精细与精致冶
野全国十几亿人口袁正在从事乐园相关工作

的人有 30万以上袁已经建成的主题乐园有 200
多家遥如何避免千园一面袁让射阳的安徒生童话
乐园更具备自己的特色钥冶这是项目建设团队始
终在探索的问题遥 渊下转二版冤

为了同一个梦想
要要要记最美创业精英尧安徒生童话乐园项目创业团队

本报记者 周蓉蓉

江苏省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盐城射阳）现场交流活动掠影

11 月 29 日上午袁野有
爱射阳尧最美鹤乡冶江苏省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渊盐城
射阳冤现场交流活动在县党
群教育中心举行遥现场揭晓
了 22名 11月份 野江苏好
人冶和 4 名 11 月份野江苏
省新时代好少年冶名单遥

近年来袁我县先后有 7
人当选中国好人袁60 多人
次获评省尧市好人和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袁 助人为乐尧见
义勇为尧诚实守信尧敬业奉
献尧孝老爱亲的野好人精神冶
在射阳大地蔚然成风遥
彭岭 吴贵民 盛诚 摄

淤少年儿童向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献花

于主持人采访野中国好人冶周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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