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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建邺展露“国际范”

“城市客厅”流淌文化因子，“锦绣建邺”
闪耀艺术光辉。金秋以来，建邺区文化活动
好戏连台——

9月25日，金鹰美术馆于200米高空“云
端”揭幕。“全景：世界的因缘际会”预热展上，
55件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大型装置艺术、
架上绘画及影像艺术品精彩亮相。由歌德学
院（中国）和IFA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学院发起
的艺术项目“对流”巡展，荟萃多名德国艺术
家的先锋作品。

9月30日晚，南京首个开放式文化艺术
街区——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正式开街。夜
晚步入银杏里，街区流光溢彩，阿卡贝拉人声
合唱音乐会、戏剧朗读汇演·银杏里话剧、终
归杏里·交响音乐书会等文化活动一场接着
一场，滨江城市客厅氤氲文化气息。

10月15日，第三届南京扬子当代艺术博
览会盛大开幕。持续四天的艺术展，不仅集
中展陈了绘画、雕塑、装置等上千件全球艺术
精品，聚焦空间美学领域的“创”与“新”、区块
链数字艺术：艺术界的新赛道等专业论坛同
步开展，南京“城市中心”倍增艺术魅力。

国际化的文化活动、艺术展览蓬勃发展，
建邺有着深层次的考量。纵观全球，每一个国
际化大都市都有各自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博览
会。从纽约哈德逊河沿岸弗瑞兹艺术博览会到
泰晤士河沿岸伦敦艺术博览会，从维多利亚港
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到上海黄浦江边的西
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一场场艺博会可鉴，
文化和艺术的繁荣，标志着一个区域的文明程
度，更是一个城市精神维度的重要衡量。

对建邺而言，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尤为重
要。建邺是南京的“城市客厅”，是世界了解
南京的窗口、南京接轨国际的前沿。南京市
委十四届九次全会提出，河西新城要加快迈
向更高水平的国际化。“国际范”的文化活动、
艺术展览，既是建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
策的创新实践，也生动诠释了建邺建设国际
化“城市客厅”的更高追求。

去年，建邺提出“国际客厅”三年行动计
划。以国际化的文化艺术活动聚人气、链全
球，截至目前，已有来自67个国家（地区）的
国际友人在建邺工作生活，开放包容的国际
风范已成“城市中心”的鲜明气质。

美丽古都活力“致青春”

走进扬子当代艺术博览会，一幅幅先锋
艺术作品让人流连忘返。

在“收藏情境”展厅，迎面而来一扇古朴
的屏风。“屏风画布由几百块上世纪50-80年
代的黑白照片拼接而成，搭配做旧的木架，充
满回忆色彩。”艺博会运营总监牛婕介绍，作
品名叫《夜晚》，出自艺术家蔡冬冬，作者通过
对照片藏品进行“二次创作”，表达对艺术的
理解和感知。

“远观是一个暗黑的沙漏，近看沙漏中的
沙子是一个个自由落下的人。”南京90后收
藏家徐牧星说，他带来两幅藏品，一幅是艺术
家陆超的作品《自由落体NO.4》，因创意独特
收藏；一幅是艺术家贺天琪的作品《blue
light》，作品的线条和色彩极具冲击力。

在外界看来，六朝古都南京，多的是历史
的丰厚，缺的是时尚和潮流。艺博会恰为南
京注入了青春、现代的气息。以“收藏情境”
展厅为例，这是本届艺博会特设的展现南京
收藏实力面貌的当代收藏特别单元，展品均
来自南京本土收藏家。展厅的叙事围绕“情
境”展开，120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6个盒
子，以现代、潮流的方式呈现公园、酒店、公路
等不同主题，通过虚拟化的布景，为观众带来
沉浸式的欣赏体验。

青年艺术家在艺博会上走向“前台”。“青
年艺术100”特别单元中，近30位青年艺术家
以“希望之上·当代青年”为话题，南北交流、
共邀共情，用最当代性、最具国际识别性的艺
术思维和语言符号，表达当下年轻人的经历。

由艺博会可观“锦绣建邺”的青春气质。
走在建邺街头，时常会偶遇南京本土音乐人
的表演，“建邺之声”已成一道亮丽的城市风
景线；去年的河西建邺青年周上，国内最具影
响力城市嘉年华品牌——伍德吃托克首次亮
相南京；今年先后开街的喵喵街、银杏里文化
艺术街区，文化活动持续不断，潮流市集精彩
纷呈，已成南京青年心中的最“IN”打卡地。

“建邺气质”也改变着美丽古都的“精神
颜值”。一个个崭新的文化概念、先锋的艺术
形式，从建邺策源，走向全城，走出南京。一
位从无锡专门到南京观展的青年说，“以前对
南京的印象是古都，在建邺举行的艺博会，让
我看到南京现代和先锋的一面。”

全面小康诠释“高水平”

与往年相比，建邺区今年以来的文化艺
术活动，频次更多、品质更高、人气更旺，因
区域高质量发展已站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和
历史关口。

今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
之年，又是面向“十四五”、“强富美高”新江苏
建设再出发元年。在省社科院专家看来，高
质量的文化艺术供给，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重要体现，更是江苏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高水平”应有之义。

以文化滋养城市，建邺的探索步履不
停——

连续两年的青奥艺术灯会，建邺以“黑科
技”和文艺范儿惊艳了金陵，还登上了纽约纳
斯达克大屏。一条青奥轴线，串起萤火虫换书
大会、河西·建邺城市生活季、河西·建邺音乐
之夏等品牌文化活动，鲜明展现出“青春建邺”
的人文风采，也成为南京崭新的文化地标。

创新“文商融合”模式，爱尔兰国宝级踢
踏舞剧《大河之舞》在河西万达活力上演；草
间弥生作品收藏展、梦游仙境村上隆艺术展
等精彩展览让藏在金奥国际购物中心的天空
美术馆从“小众”走向“火爆”；南艺将毕业嘉
年华分会场搬进金鹰世界……在河西建邺各
大商圈，市民游客购物之余，不经意就能与艺
术来一场美丽邂逅。

发力“四新”行动，建邺正打造越“邺”越
美丽的夜经济文化品牌，借助文化力量，让消
费向深夜延伸。建邺不仅推动商业综合体、
商超、连锁便利店、特色商业街区延长夜间营
业时间，还联合主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馆资
源夜间开放，在全区形成商旅文体融合的夜
间经济发展氛围，布局一批特色鲜明的夜间
经济示范街区。

艺博会终会落幕，建邺的文化活动、公共
空间的打造永不落幕。建邺区委相关负责人
说：“依托奥体-滨江-青奥文化集聚区内高密
度、大体量、现代化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推动
南京城市中央文化区的整体建设。未来，时尚、
艺术、文化将成建邺乃至南京的鲜明标识！”

以文化人、以文润城，“城市中心”就是诗
意栖居之地。

本报记者 鹿 琳

10月11日，南京市溧水白马镇的阡陌花开景区迎
来了首批游客，逛逛农耕展览馆，和“网红萌宠”动物互
动，看马术表演、花车巡游，还有经典戏曲、少数民族歌
舞、篝火晚会等活动，激发游兴丰富了游客体验。据了
解，该项目总体规划占地面积682亩，拟建建筑约3.3
万平方米。 文/摄 本报记者 邵 丹

溧水乡村旅游“花开有声”

千余种“奇瓜异果”将一一亮相，一较高
下；农机农艺也会纷纷上新，同台竞技；农副
产品和旅游线路推出精品，吸引眼球……10
月13日，第四届中国江苏蔬菜种业博览会
暨谷里街道庆祝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
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以“万‘种’业兴 丰

‘蔬’谷里”为主题，自10月15日开始一直持
续至11月15日。

江苏省是蔬菜种植大省，也是蔬菜消费
大省。2017年以来，中国江苏蔬菜种业博
览会已连续三年在谷里街道举办，活动品牌
影响力带来的红利正不断释放。今年，江宁
区谷里街道充分响应“庆丰收、迎小康”主题
活动，在种博会和丰收节系列活动中，既要
丰富“菜篮子”，也要赚足“钱袋子”。

“一种是长条状，一种是球形，居然都
是甜瓜！”走进种博会产品种植大棚，眼前
所见让人新奇。今年，种博会面向全国征
集适合长三角区域秋季推广种植的茄果
类、瓜类、叶菜类品种，目前共征集到国内
110家科研单位、高校、种业企业的1630

个品种参展，较第三届增加近百个。
大棚里，球形的甜瓜叶子黄化程度高，

有些果实会裂开；一旁长条状的甜瓜叶子
则鲜有黄化情况，果实品相好。“两种都是
属于北方型甜瓜，可是否适合在江苏生长
繁育，这里能够给出‘答案’。”谷里果蔬研
究院技术负责人夏彭飞说，这些测评数据
将会统一整理挂牌并进行上传，部分品种
会被淘汰，只留下适合繁育、推广的品种。

今年，种博会展示基地被中国蔬菜协
会认定为“中国蔬菜协会蔬菜科技测试评
价中心（南京）”，品牌分量再次“加码”。该
中心可以依据相应的测评指标和标准，从
品种的类型、植株性状、果实性状和产量等
方面对征集到的全部蔬菜品种开展测试评
价，更利于筛选适宜推广的优良品种，探索
建立标准栽培模式。

农民应该种植什么蔬菜？除了市场需
求外，产量高、品质好、抗病强，是最直接的
判断标准。在种博会的基础上，建成了种
选地、农民选种的“双选”平台，汇集各品种

的详细测评情况，农民可以获得强有力的
数据支撑，降低种植风险。

好消息接踵而来，今年一批应用于蔬菜
产业的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将大放异彩。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蔬菜机械化新装备、新
技术展演分会”活动，集中展示新装备和新技
术，助推蔬菜产业良法、良地、良机融合发展。

发展都市型农业少不了技术支撑，稳
产、高品质的蔬菜更利于种植户在市场的
竞争中占据主动权，从而增收。省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透露，相较于往年
的静态展示不同，今年将把技术摆在“家门
口”，现场演示茄果类、甘蓝类蔬菜关键环
节机械化生产技术。谷里街道依托丰富的
农业优质蔬菜资源，以历届种博会为媒，极
大丰富了南京市民的“菜篮子”，更成为南
京蔬菜最新科研水平的展示窗口、南京蔬
菜对外合作交流的平台。

如何将“菜篮子”优势转化为“钱袋子”
优势，谷里街道一直在探寻新路径。今年
种博会与丰收节创新融合，谷里街道做起

了“农文旅”的文章。
“今年实现了四大融合，种博会与丰收

节实现融合、产品和商品实现融合、节庆与
新消费实现融合、产品和产业实现融合。”
谷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董红
霞介绍，谷里街道作为现代农业主导型镇
街，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直在做大
量的探索和实践。活动期间，街道将积极
组织联动街道辖区内的农副产品，打造“优
鲜谷里”“春牛首”等农副产品品牌，举办

“丰收味道”评选活动，进一步扩大辖区内
农副产品的市场影响力。

届时，会上还将发布谷里田园精品线路
和“致敬丰收、决胜小康”南京决胜全面小康
摄影大咖采风行暨全民晒丰收摄影大赛活
动，整合江宁西部旅游环线资源，将农文旅
连为一线，为乡村旅游发展增添人气和消费
活力，把旅游资源优势化为经济优势，成为
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本报记者 王世停 本报实习生 胡明峰

本报通讯员 尹兴超 胡 悦

“通啦！”10月7日，经过7天的加班工作，南京市汉
口路小学管道燃气改造工程宣告竣工。学生们假期结束
返校就能用上接通的管道燃气了。

汉口路小学校长周婷介绍，学校24个班级学生加
上教职工有千余人，长久以来仍依靠4个15公斤的家
用燃气罐供应午餐，仍面临燃气供应不足困难，同时存
在安全隐患。

“从长远安全考虑，前不久学校向港华燃气公司申请
安装管道天然气。”周婷说。经港华燃气公司现场勘察，
提出了从与汉口路小学一墙之隔的南京市儿童医院锅炉
房主燃气管接气的设计方案。此方案得到了儿童医院的
大力支持。院方成立工作专班，总务科、保卫科全天候专
人值守，全力保障施工顺利进行。

为了不影响儿童医院正常用气，港华燃气公司特别
抽调了精干人员采取不停气的作业方式进行施工。10
月1日上午，儿童医院锅炉房地面开挖，顺利找到了气源
点。三方无缝对接，有序推进，汉口路小学也安排教职员
工全天候值守，高效完成灶台平移、灶头更换等改造任务
和各项配合工作。10月7日，经过通气、测压等安全检
测和点火调试，工程终于顺利竣工。

“多谢社会各方的关心，告别燃气罐，通了管道天然
气，我们作为学生家长更安心了！”学校家委会的代表刘
女士激动地说。

本报记者 管鹏飞 本报通讯员 袁 冶

本报讯 近期，南京市全面部署加快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江北新区深入学习贯彻相关
指示精神，从健全组织体系、制定行动计划、培育特色
亮点等方面，探索具有新区特色的社会治理新路径。

江北新区成立由南京市委常委、江北新区党工委专
职副书记任组长，管委会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部委办局
主要负责人以及各街道党工委书记为成员的市域社会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
作三年行动方案，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群众平安法治
需求，压实责任，确保17个重点任务、41个分解任务、88
个基本要求落地落细落到位，并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深
化江北新区全要素网格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等配套文
件；利用工作专班优势，建立调研联系点制度，以打造一
批精细把握动态的“支撑点”、组织实践创新的“试验点”、
引领事业发展的“示范点”为目标，组织开展市域社会治
理现状大调研、大摸底。 （江北宗）

本报讯 10月17日，由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承办的“守正创新 温暖前行”南京白局保护十五
周年成果展演在门东历史文化街区举行。

南京白局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方言说唱，是南京
地区唯一的古老曲种，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南京白
局起源于南京云锦织机房，原为织工闲暇期间的休闲方
式，后发展成为以南京话为核心要素，以明清俗曲和江南
民调为表现形式的南京地方特色说唱艺术，曲种收调众
多，唱腔丰富，素有“百曲”之称。2006年以来，在市、区
政府及文化部门、保护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南京白局列入
非遗保护计划，南京白局艺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深入
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2008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是加大项目保护力度。目前，
南京白局已有各级代表性传承人24人，已逐步形成老、
中、青三代传承梯队，是南京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群较多
的一个项目。 （仇惠栋 姜于暄）

本报讯 10月17日，在高淳区固城湖水慢城景区，
健身瑜伽中国行·2020高淳国际慢城（第四届）健身瑜伽
露营节正式拉开帷幕。

高淳国际慢城健身瑜伽露营节至今已经连续举办过
三届。经过三年的打造，高淳国际慢城健身瑜伽露营节
已成为高淳一张专属的、独具魅力的体育文化名片。该
项目曾创造了“最大规模的帐篷露营活动”及“最多人参
与的瑜伽马拉松”两项世界纪录，并登陆号称全球第一屏
的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

第四届高淳国际慢城健身瑜伽露营节为期两天，既
设置了传统的健身瑜伽露营、健身瑜伽马拉松、瑜友嘉年
华等经典人气项目，又增加了热气球光雕音乐秀、星座流
健身瑜伽等新的看点。 （虞 彬 朱 泉）江宁谷里街道举办第四届中国江苏蔬菜种业博览会

万“种”业兴 丰“蔬”谷里

建功立邺 到此莫愁

巴黎世家合作设计师DONIS现场

涂鸦作画；国际知名画廊BANK、前波

画廊（Chamber Fine Art）、唐妮诗画

廊（Danysz）荟萃一馆；上千件国际艺

术精品集中展出……10月15日开幕的

第三届南京扬子当代艺术博览会上，全

球知名艺术机构齐聚“美丽古都”，国际

潮流艺术人士共绘“锦绣建邺”。

行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踏上通往基本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建邺区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攀高攀

新，更以一场场文化活动、一次次艺术展

演，舒展活力新城的人文气质，也为美丽

古都注入了青春气息。

在德国有一座小城，名叫卡塞尔。之所以
在世界版图上拥有“姓名”，是因小城五年一次
的文献展。这个创立于1955年的展览，如今与
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并称世界三大艺
术展，吸引全球艺术人士打着“飞的”来朝圣。

人们记住佛罗伦萨是因文艺复兴，记住布
拉格是因卡夫卡和穆夏，记住维也纳是因莫扎
特、舒伯特等文艺大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
们或许记不住哪座城市有着辉煌的GDP，但一
定会记得一座城市诞生了哪些伟大的艺术家和
艺术作品。

那么，一座城市为什么需要艺术展？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党的十八大明确“建设

文化强国”，再到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坚定文化

自信”，文化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日益提升。

从城市发展看，文化艺术塑造着城市与众
不同的气质，是一座城市最有辨识度的标识，在
发达国家和地区，每个城市都办有艺术节，甚至
一个城市办有多个艺术节，已是一种世界性的
文化现象。

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看，物质发展到一
定程度之后，人们更渴求更加丰富的、高质量的文
化艺术产品，更希望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高。

城市，不就是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成果
的载体和空间？由是观之，高品质的公共文化
供给，一定会让锦绣建邺倍增“锦绣”。

鹿 琳

一座城市

为什么
需要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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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路小学管道燃气通啦

特 写

江北新区探索社会治理新路径

门东举办白局保护成果展演

高淳健身瑜伽露营节开幕

第三届南京扬子当代艺术博览会作品。 本报记者 邵 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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