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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徐州市云龙区委统
战部坚持融合、创新，持续推进“民
盟-云兴小学社会治理小能手共
建”“致公党-医科大心侨服务招招
新”等活动，努力将社会治理和构建
全区大统战工作格局有机结合，取
得了明显成效。

为将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扎根于
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和每一名统战干
部的心中，今年以来，云龙区委统战
部组织集中学习20余次，将社会治
理工作和全年统战工作要点有机结
合起来，认真研究统战各条线在服
务、治理方面的切入点，谋划切实有
效的落地项目，真正做到将社会治理
提升到要点高度。该区调整区委统
战工作领导小组、区委民族宗教工作
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加强
调度检查落实，将统战工作列入区纪
委专项巡查内容。各街道办事处党
工委积极履行主体责任，补齐基层统
战工作短板。

创新方法载体，放大品牌效应，
为基层社会治理添助力。云龙区委
统战部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变
化，紧紧围绕全区改革发展大局，让
基层统战工作更加富有生机活力。
6月，区委统战部代表区委与7个民
主党派、无党派签订《民主党派“1+
1”创新项目书》，打响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品牌“云力量联盟”，创
新推进“一平台一基地一项目”，建设
云龙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联合基地。其中，“云盟英才服务团”
经济分团、文化分团、公益分团在帮
助残障儿童、文化惠民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共计100余人次参与其中。
开展民主党派“1+1”，拓展政党协商
效能。

云龙区委统战部大处谋局、小处
谋事，从每个项目、每个活动、每次会
议入手，因项、因事、因人施策，全面
构建治理和服务和谐发展的稳定局
面。开展新时代社会治理和统一战
线和谐发展专题讲座和研讨会，建立

“云力量联盟线上小程序”等线上论
坛，从思想上让统战对象变统战力量，
并在活动中提升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
热情。7月，在彭城办事处晓光社区开
展的“侨法宣传月”活动中，区委统战
部牵头组织江苏师范大学退休侨属侨
眷参与其中，提升了宣传效果，增强了
统战成员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热
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全
区统一战线成员主动组织起来，成立
社区值班小分队、新阶层防疫物资运
输队、新媒体疫情通讯组等，提升统
战人士的社会认同感和自身使命感。

云龙区委统战部将进一步发挥
好统一战线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民
主协商的政治优势、协调关系的组织
优势、联系广泛的资源优势，为基层
社会治理减阻力、添助力、聚合力，为
社会治理化解矛盾冲突和风险隐患，
为社会治理汇聚起最强大的力量。

寒 秋 何莹子

云龙区：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近年来，沛县张庄镇在营商环境
建设上狠下功夫，从政策、服务等多
方面优化供给，按照“马上办、帮助
办、上门办”的理念，一对一跟踪项目
建设，现场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助推
项目高质快速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源头活水。

刘家新是张庄镇工业园区徐州
梵尼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帮办人员，从
这家企业登记注册到厂房建设完成，
再到正式生产运营，直到帮助联系销
售渠道，他和服务团队一直关注跟踪
着这家企业。“为企业提供最优服务、
创造最优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必须做好的事情。”刘家新
说。“企业投产后，帮办人员积极帮助
联系销售渠道，目前企业每天可生产
8万多条方巾和手帕，产品主要出口
日本、东南亚等国家，订单量非常可
观。”徐州梵尼纺织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崔坤欣喜地说。

江苏军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新型装饰材料，目前工人正
加班加点赶制订单，每天产量能达到
2000平方米左右。徐州申宇重工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工程机械吊
臂主要为徐工做配套，一期生产车间
生产线不停运转，企业生产展现一幅
红红火火的景象……从开工建设到
正式投产，这些企业的产销两旺离不
开张庄镇优良的营商环境。

在政府当好营商环境先行官的
同时，该镇商会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
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助力政府与企
业的良性互动、有效合作，切实营造
了诚实守信、重商护商的营商环境。

张庄镇党委书记陈涛说，将进一
步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全力当
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大力营造有
利于经济发展、项目突破的小气候，
集聚各方资源、各方要素，通过优质
的营商环境，努力将张庄镇工业园区
建设成为“沛南魅力园区、产业发展
高地”。 苗永乐 张玉所

张庄镇提升发展“硬支撑”

每日清晨，在徐州市鼓楼区下淀
科技产业园区，上班的工人脚步匆
匆、络绎不绝。这里分布着跨境电商
产业园、下淀科技产业园、闽商汽车
产业园和香山汽车城4个园区。

去年以来，鼓楼区丰财街道以深
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突出为企业
降成本、优服务，通过搭建“党建+”
服务平台、线上服务云平台、全产业
链平台和企业议事协商平台，全面打
造亲商、助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
环境。

加速转型提升，
搭建企业发展黄金园区
丰财街道党工委充分发挥毗邻

地铁3号线和高架出入口的位置优
势、汽车产业发达的资源优势和拥有
全市最大物资市场的产业优势，积极
盘活涉农社区集体资源，发展各具特
色的产业园区。

“‘吃老本’跑不出高质量发展的
加速度，‘守摊子’守不出区域样板的
新蓝图。我们要通过搭建适合企业
发展入驻的园区，以优质服务和一流
营商环境激活企业自身发展潜能。”
丰财街道党工委书记蔡先法表示。
2018年3月投入使用的徐州市首个
跨境电商产业园，年外贸额近10亿
元；接着投入使用的闽商汽车产业
园，利税达到1000万元；年底投入使
用的下淀科技产业园一期，年利税额
3000万元；今年5月部分投入使用
的下淀科技产业园二期，保守估计年
利税额2000万元；淮海经济区最大
的二手车交易市场——香山汽车城
正在建设。

如今，10万平方米的产业园区
吸引了约500余家企业入驻，辐射范
围和发展力度不断增长，顺利实现产
业转型、企业发展与惠民增效同频共振。

创新四个平台，
提升企业营商满意指数
通过着眼全局、整体谋划，丰财

街道搭起“党建+”服务、企业议事协
商、线上服务、全产业链4个平台，建
起园区一站式服务大厅，设置3个服

务窗口，明确25项服务清单，全面落
实省、市、区各项优惠政策，切实当好
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丰财街道打造的全市首家园区
党群服务中心，发挥企业党员“红岗”
先锋和6种类型党员中心户带动作
用，不断为企业经营发展注入红色动
能。党员中心户刘佳政主动帮助园
区4S店进行业务技术攻关、提升销
售业绩。党员中心户王冬梅在跨境
电商产业园为业户解决运营难题，帮
助企业做大做强……

企业议事协商平台通过组织企
业与职能部门、驻地社区、“两代表一
委员”等围绕焦点共议共商，解决园
区业户在房屋租赁、车辆停放等方面
的问题。

“通过积极发挥4个平台作用，
构建用情亲商、政策助商、服务安商、
利民富商的营商环境，真正让丰财街
道成为辖区企业的‘丰收财富’之
地。”蔡先法说。

健全三个机制，
全力营造亲清政商关系
丰财街道建立服务企业“星级评

价”机制，把落实政策、走访帮扶等工
作纳入干部评优评先考核内容，激励
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对企业反映的问
题及时解决、压实责任。

建立政企沟通长效机制。街道
采取定期恳谈、包挂联系、政企会商等
方式，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广泛听
取企业代表的意见和诉求，广泛凝聚
政商共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建立监督机制。街道纪工委坚
持从严整治，对政商关系中各种违纪
违法现象“零容忍”，针对影响企业发
展和扰乱市场秩序的不作为、乱作为
行为严肃问责，为企业合法经营、健
康发展保驾护航。

“丰财街道将毫不动摇地把坚持
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第一要务，以‘永
远在路上’的姿态把提升服务、改善环
境作为重要发展任务，不断为企业提
供贴心化平台和保姆式服务，为推动
鼓楼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区域样板贡献
力量。”蔡先法充满信心。 魏慧琳

丰财街道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三江源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

上世纪80年代，徐州摄影家郑云峰第一次来到这里，便被藏民们以马代步、以帐篷为舍、

以炒面为粮的生活和大自然的真实魅力所感动，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

30多年来，郑云峰踏遍整个高原，行程数十万公里，拍下30多万幅照片，记录下黄

河、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与生命状态，更记录下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文化和精神。这一抢

救性、记录性的摄影工作，被作家冯骥才形容为“非物质的”“纯奉献的”，令他“实实在在

触摸到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日渐稀少且弥足珍贵的历史责任与文化情怀”。郑云峰说，这

么做，不为钱也不为名，而是出于“炎黄子孙对黄河和长江母亲河的爱恋之情，想用相机

把她真实的面貌永久地保留下来，成为永恒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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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文明抑或蓝色文明，
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秋日，云龙湖边的一间茶社，79
岁的郑云峰一边翻看画册《三江源》，
一边向记者解说他曾经记录下的瞬
间。“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每到6月，
天气回暖，冰层融化，一股股细流不断
汇集，母亲河在这里诞生，她披荆斩
棘，接纳百川千流，浩浩荡荡奔向大
海，这是母亲河的性格，更是中华儿女
百折不挠精神的写照。”

说到动情处，郑云峰的眼里含着
泪水。这位老人满头银发，但讲话仍
中气十足、逻辑严密。画册里的一张
张图片，每一张背后都有故事，从他口
中娓娓道来，让三江源的自然人文脉
络清晰地展现在记者眼前。

谈及拍摄三江源的初心，郑云峰
说，想深入生活底层，打一口深井，从
根底上探寻中华文明的来处与归途。

“上世纪80年代，思想界、文化界
开展了一场关于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
的大讨论，其中一派学者认为，以黄河
流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将会被以西方
海洋文明为代表的蓝色文明所替代。”
郑云峰告诉记者，面对这样的争论，他
陷入思考，中华民族的文化究竟是什
么？它的根究竟在何处？

思来想去，郑云峰将对于中华文
化的追寻落脚到黄河——这条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上。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向您倾
诉我打算自筹路费拍摄《黄河万里行》
计划的心愿。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
篮，为母亲河传神写照，弘扬民族精
神，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1988年元
旦，伴着新年的爆竹声，郑云峰向单位
领导递交了一份这样的申请。

“就是要去到母亲河的源头，走近
她、拥抱她、抚摸她。”随即，郑云峰开
始了一场被他称为“大河探源，文化寻
根”的朝圣之旅。4年后，由于拍摄母
亲河而负债近百万元的他，在徐州市
开办起一家婚纱摄影公司，生意红火。

很快，他不仅连本带利还清了欠债，
还置下一批固定资产。但生活上的安稳
并没有让郑云峰舍弃自己的理想，每年，
他都要花大量时间奔走于青藏高原、黄
河及长江两岸，并笑称这是“以影养影”。

在这样的过程中，郑云峰对于黄河
母亲的情感不断迸发，留下几十万张丰
富而珍贵的黄河流域影像资料。“一开
始，我就是想顺着黄河的干流走一趟，但
是越拍，就发现要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最
终我把黄河的主要支流全都跑了一遍，
这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过程。”

也正是如此，黄河的形象在郑云
峰眼里愈发清晰伟大起来——自强不
息、涌出地壳的潺潺流水汇成了中下游
的滔天巨浪，遇到大峡谷，她呐喊，她吼
叫，她冲过晋陕峡谷的末端龙门，大面
积的水从两岸断崖绝壁奔流而下，进入
华北平原后，河面又变得平缓开阔……

“中华民族五千年坚韧不拔的精
神，不就流淌在黄河母亲的百折不回
之中吗？”指着一张黄河流入大海的照
片，波涛汹涌的黄河水裹挟着滚滚泥
沙冲入大海，由于淡咸水混合发生的
絮凝作用，广阔的海面上形成了一条
犹如蜿蜒长龙的“蓝黄交汇带”。

再往远处一些，黄河水与海水慢

慢融合。“关于上世纪80年代那场黄
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大讨论，人们的
心里，肯定有了答案。”

“真实自然必生动，生动必
感人，感人必传世”

在郑云峰看来，他的摄影之路，是
一个由甜到苦再由苦到甜的过程。

上世纪60年代，郑云峰从部队转
业来到徐州，1970年调入徐州市委宣
传部。从事文字宣传报道的他，彼时
还远远没有意识到，未来他将与摄影
结下怎样的缘分。

“偶然一次，报道需要配图，我便
模仿人家拍照的模式，摆拍了两张，没
想到文章和图片登上了报纸版面头
条。”郑云峰说，这次“意外”收获，让他
尝到了摄影的乐趣，并一发不可收拾。

“我的图片上了大型影展，但即便
如此，却始终被国内一家外文杂志拒
用。”郑云峰回忆，这让他又陷入了苦
闷。该杂志图片编辑告诉郑云峰，摆
拍的作品太过形式化，打动不了人。

如何才能让图片打动人心呢？带
着这样的思索，郑云峰找来各类杂志
开始潜心研究。瘦骨嶙峋的母亲无助
地安慰自己正在挨饿的孩子；难民营内
怀抱孩子的柬埔寨妇女绝望地等待食
品发放；依靠着脚边装着自己战友尸体
袋子的美军大兵放声痛哭……“原来，
摄影中真实自然的必是生动的，生动的
必是感人的，感人的必是传世的。”

为最大程度地捕捉那些打动人心
的瞬间，郑云峰格外看重亲身体验与
感性认识。无论是在人迹罕至的三江
源抑或是行舟惊险的三峡，他都要与
当地人同吃同住。他说，只有融入当
地生活，拍出来的照片才会真实生动。

而为了拍摄一张好照片，郑云峰
往往要花费几天甚至数月的时间，有
时还要冒生命危险。在巫峡东口岸火
焰石附近，距离江面四五十米的峭壁有
一条“死亡之路”——这条“路”上仅有5
厘米左右深的脚窝和抠手，见证着昔日
无数纤夫悬空拉纤的惊险场景。

前方是泥石流，脚下是滚滚江水，
稍有不慎就会葬身江中。过，抑或不
过，郑云峰面临着抉择。“如果不亲自走
一趟，我如何去了解那些纤夫们的生命
体验呢？”他把斜背着的相机甩到背后，
像壁虎一样紧贴着岩壁，双手死死抠
住岩石，双脚摸索着一点点向前移动。

就这样，30多米的距离，郑云峰
一步步挪了过去，回头望着这条惊心
动魄的生死路，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
着纤夫们曾经在这里行走的影像。“我
趴在地上哭了好一阵子，那一刻，我感
受到了大自然对自己的恩赐，更感受
到了三峡人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30多年来，郑云峰拍摄的5000余
幅图片被《中国摄影》《英国摄影年鉴》
等30多家国内外书籍刊物登载。“正是
三峡纤夫们那种不畏艰险的精神，鼓励
着我致力于长江、黄河人文地理的摄影
和采访工作。”郑云峰说，很多友人劝
他，该歇一歇了。“这是一个苦中有乐、
其乐无穷的过程，我舍不得歇下来。”

“有限生命里干你想干的
事，努力去干，干到尽头”

对于郑云峰而言，相机是他与外
界发生关联的重要媒介，也是他向这

个世界回馈爱与美的工具。他说：“拿
起相机的这几十年，是我过得最丰富、
最充实的一段岁月。”

在青藏高原，他或乘车、或步行、
或骑马，以帐篷为家，夜宿荒滩草原，
以炒面为粮，和当地农牧民一起生
活。长期高寒缺氧、风餐露宿的生活，
让初来乍到的他吃尽了苦头，“但你只
要想做这件事，时间长了顺其自然，一
切就都适应了”。

在阿尼玛卿雪山，徒步前行的郑
云峰不知该到何处落脚，手脚冰冷的
他，被一位名叫先加的藏民兄弟带到
了自己帐篷，这一住就是整整8天。

“当时，先加看我长途跋涉身体虚弱，
杀了一头羊，还把羊尾巴留给我吃，这
是只有最珍贵的客人才能享用的。”

到了白天，先加带着郑云峰外出
拍照。“我不慎把墨镜掉在雪窟窿里，
先加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墨镜摘下来给
我戴上，自己用纱条布包住眼睛。晚
上睡觉时，先加一家人把家里仅有的
保暖皮毛囊子压在我身上，自己裹了
藏袍就睡了。”

30多年过去了，那张纯朴热情的
面孔依然印在郑云峰的脑海中。谈起
往事，他说，住在藏民兄弟的家里，与
牧羊人相伴，面对大雪山、大冰川、蓝
天、白云、大草原可以放声大笑，可以
想歌就唱、想舞就跳，那种哭笑自得的
状态是外面世界无法给予的。

郑云峰感叹，虽然人们在生活习
惯、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人
性当中善良的本质却是一样的。常常
体验着这种感动和纯粹的郑云峰，也
想通过影像语言将这动人的情感传递
给他人。

一次，山东大学美术馆展出了郑
云峰拍摄的三峡。展览上，郑云峰注
意到一名大学生天天利用课余时间待
在纤夫馆，默默观看。“一天下午，我发
现他看着看着，流泪了，掏出面巾纸来
擦眼泪。”回忆起这件事，郑云峰哽咽：

“我上前问他怎么了，那孩子说，能拍
下这些感人的照片，不容易！”

如今，年近耄耋的郑云峰，已退去
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但
仍保留徐州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英
国皇家摄影协会高级会士二衔，他的
名字早已经响彻大江南北，可他却说，
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做着普通事
而已。在三江源，他就是一个拿着相
机的牧民；在三峡，他就是一个拿着相
机的山民；在黄土高原，他就是一个拿
着相机的农民。

2014年，郑云峰的大型摄影图册
《三江源》出版。2016年，青岛出版集
团与郑云峰签约“中国江河流域自然
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系列出版合
同。在这背后，是郑云峰无数个“蜗
居”工作室的日日夜夜——不停地从
几十万张底片中分类挑选、裁剪精修、
编撰文字。“这些真实的影像不只属于
我，更属于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属于
我们的子孙后代，属于中华民族的文
化记录。”

他的第三部影像档案《黄河》即将
正式出版，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
助，这是全国首部系统记录黄河自然、
历史、人文的大型系列图册，全书分别
为《山水的记忆》《往日的记忆》《我们
的记忆》3大卷，向世人展现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为国家和民族留下珍贵
记忆。

郑云峰常常念叨着在黄河源头，
河源小草给他的启示。“河源小草从
生命的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三四个
月的时间，可是它们终生默默地为人
类作着贡献，第二年春风吹又生。人
生也是如此，在有限的生命里干你想
干该干的事，尽心尽力干到尽头，才
有味道。”他说，接下来还将陆续推出
《长江》《澜沧江》影像档案，未来几
年，他仍会怀揣相机，遍访祖国的大
江大河。

本报记者 岳 旭 张 涛
本报通讯员 陆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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