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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1日，中国博物馆协
会公布《关于第四批国家一、二、三
级博物馆名单的公告》。南京科举
博物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无锡博
物院、徐州博物馆、常熟博物馆、镇
江博物馆6家江苏的博物馆成为国
家一级博物馆。

博物馆评估定级工作，是由中国
博物馆协会从博物馆综合管理与基
础设施等方面进行评比。中国博物
馆协会于7月至12月组织开展了第
四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最终
核定中国印刷博物馆等74家博物馆
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北京南海子麋鹿
苑博物馆等221家博物馆为国家二

级博物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等225家
博物馆为国家三级博物馆。

除了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6家
省内博物馆外，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明孝陵博
物馆、无锡市鸿山遗址博物馆、宜兴市
博物馆等16家江苏省内博物馆成为
国家二级博物馆。孙中山纪念馆、南
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南京江南丝
绸文化博物馆、徐州圣旨博物馆、溧阳
市天目湖酒文化博物馆等18家江苏
省内博物馆成为国家三级博物馆。

目前，江苏共有13家博物馆成
为国家一级馆，数量与浙江并列全国
第二。 （于 锋）

六家江苏博物馆
晋升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22日，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
解到，2021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
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报考总人数为
3.94万人，其中，美术类专业约2.8
万人，音乐类专业约5900人，广播
电视编导专业约5400人。截至目
前，三类省统考的笔试以及音乐类
的面试工作已全部结束，考试过程
平稳。美术类、音乐类专业省统考
评分评卷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预计2021年1月中下旬将公布考
生成绩及专业省统考合格线。

今年，江苏启用新的考生服务
平台，首次将高考报名和艺术类专
业省统考确认缴费两个环节进行整
合，报名、信息确认、缴费、准考证和
专业考试通知书打印一站式自助办
理，更方便快捷。疫情防控常态化
形势下，今年美术类和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省统考均在13个市设立考
区，方便考生应考，此外，广播电视
编导专业首次取消面试环节。

此次美术考题“动静结合”，注
重考察观察力、艺术表现力。美术

类省统考评卷专家、苏州大学艺术学
院院长姜竹松介绍，今年江苏美术统
考试题总体平稳，没有太多变化，考试
科目包括速写、素描以及色彩。其中，
速写题聚焦两名正在工作的中老年人
物，紧扣现实生活，也旨在引导尊重劳
动，讴歌劳动创造。该题着重考察考
生的观察能力、审美能力以及艺术表
现能力，要求考生准确生动地表现人
物比例、动态形象及生动场景。“人物
的动态与道具，呈现了职业特征，对主
次、虚实关系的处理是考题的重点和
难点。”姜竹松说。

素描主题为青年男子头像，人物
微微低头、戴着眼镜，呈现聚精会神的
姿态，专家表示，表达“头颈间”形成的
变化关系，是该考题的重点和难点。

“对眼睛、姿态的处理，以及对俯视视
角的表达，都是得分点，阅卷老师也将
以此区分好、中，差三档。”姜竹松介
绍，相比之下，色彩题的变化不大，试
题难度适中，关键考察考生对色彩的
综合运用能力，注重光源的明确性、器
物形态的组合，把握色彩冷暖关系，以

及对透视的表现等，是考察重点。
美术类专业省统考评卷工作从

12 月 14 日开始，目前正在有序进
行。据介绍，美术类专业省统考实
行网上评卷，参加评卷的评委从评
委库中随机产生。22日下午，记者
在评卷现场看到，评卷场所实行全
封闭管理，任何电子通讯设备都不
准带入，同时，每个评卷场所都安排
专职的监督员全程定点监督，评委
评分时均背对背独立评判，流程科
学规范。在评委评判的同时，质检
专家还将对已评判试卷进行抽查，
确保评卷质量。

音乐类专业省统考分为笔试和面
试两个环节，笔试已于12月5日在南
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结束，面试于12
月18日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结
束。为确保音乐面试无干扰、公平公
正，音乐面试科目均通过“考试现场无
评委，高保真录音录像”的方式进行，
待考试全部结束后，再由评委进行评
判。22日下午，记者走进南京师范大
学随园校区音乐学院，通过投屏看到，

音乐评委分为7个组，每组7人，正在
对“面试”评分。音乐类省统考评卷专
家、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徐元
勇介绍，音乐评委分为声乐、器乐、视
唱3个专业组，事先按照“集中试评”

“评委点评”“专家讲评”的方式培训，
确保每一个评委能够准确、科学地把
握评分尺度。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首次取消面试
环节，笔试在网上评卷。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省统考已于12月20日结束，
评卷工作即将开始。省教育考试院副
院长方苑介绍，今年广播电视编导省
统考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方面取消了
面试环节，减轻考生艺考压力；另一方
面，笔试由集中考试变为设区市组织，
减轻疫情防控压力。笔试分为影评写
作和故事创作两个科目。笔试采用网
上评卷，确保评分效度信度。笔试按
照高考文化科目的评卷办法，采用计
算机网上评卷，所有试卷扫描成电子
文档，随机发放给两名不同的评卷教
师分别独立评阅。

本报记者 王梦然

本报记者探访艺术类省统考评卷现场——

“质检”监督员坐镇，确保评分“不随意”

本报讯 22日，以“科技改变
世界”为主题的“中国科协中日青少
年交流计划——2020年中日青少
年科技营”在南京开幕。

3D全息投影制作、无线电测
向、4D蛋椅互动体验、VEX机器人
对抗赛……开幕式上，江苏青少年
通过视频宣传片，向日本师生展示
了各自学校的特色科技成果，并发
出邀请：“加入科技营，体验当下最
新科技成果和科技教育！”

中日双方300多名科研工作者、教
育工作者和学生代表参加了开幕式，充
分交流各自的科技研究领域和教育成
果，并对中日青少年掌握科学方法、树
立科学研究观等提供独到的见解。

据悉，2020年中国科协正式批准
设立“中日青少年交流计划”项目，并
将首次活动“2020年中日青少年科技
营”落户南京。活动由江苏省科学技
术协会支持，江苏省国际科技交流与
合作中心主办。 （蔡姝雯）

“中日青少年科技营”在宁开幕

21日，苏州市吴江
区震泽镇交通畅行工
程快鸭港南延商住楼
启动拆除。工程完工
后，震泽古镇区域距离
沪苏湖高铁站仅需要5
分钟车程。
本报记者 赵亚玲摄

本报讯 22日，淮安市公安局
洪泽分局举行“初心时刻”主题实践
活动成果报告会。

今年1月8日，淮安市公安局
洪泽分局启动首届“初心时刻”主题
实践活动。一年来，洪泽公安在淮
安率先启动联防联控、小区封闭管
控等举措，自主研发“洪宜行”等智

能疫控矩阵，运用大数据支撑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这一年洪泽公安创新
赋能，打造了一批在全市全省全国有
影响的亮点品牌。“三端一云”社会治
理系统被科技部评为“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点专项课题。上半年全区群
众安全感达99％，位居淮安市第一。

（孙玉清 孙亚文 蔡志明）

洪泽公安举行“初心时刻”
主题实践活动成果报告会

▶上接1版 2018年年底，她和老
伴动起了卖房的念头。后来小区升
级改造，不仅环境优美了，还免费加
装了电梯，赵丽林再也不提卖房的
事了。

“老旧小区‘改’出了新面貌，也
‘造’出了新生活，现在居民都主动
补交物业费。”区住建局物管中心主
任颜明说，全区已有9个老旧小区
完成整治改造任务，累计投入资金
3210万元，今年还将完成37个改
造项目。

通痛点 把优质教育作为
重要民生指标

走进渔沟镇高级中学，崭新的

教学楼、宽敞的餐厅、漂亮的学生公
寓，让家住汪庄村的谢美华赞不绝口，

“女儿就在这里读初中，这里和城区学
校相比没有两样！”

“计划再投资1.2亿元在学校南
边进行校区扩建，建设两栋学生宿舍、
1栋教师公寓和一座可容纳800余人
的学生餐厅以及体育活动中心。”该校
副校长葛于清介绍说，学校从2017年
新建以来先后吸纳了30多名年轻教
师，并和城区优秀中学结对共建，实现
优质资源流动，学校教学质量排名全
区前列。

“增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
和辐射能力，是解决有学上、上好
学、促进教育公平的关键。”区教体

局主要负责人说，该区正在加快布
局教育资源，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

“上学难”问题。
2020年淮阴区共启动教育重点

建设项目14个，包括3所小学、3所高
中、6所幼儿园、1所九年制学校，全部
建成后可增加学位约13680个。

扫盲点 把“厕所革命”作为
重要民生工程

在渔沟镇杨庙村，每户门口的小
花园里挂满了瓜果，而以前，这里是一
溜排的旱厕。“一到夏天，旱厕蚊虫就
多，异味大。”村民石英兰说。今年4
月通过农厕改造工程，她家免费用上
了新厕所，彻底告别了“脏乱差”，实现

了“净亮美”。今年全村累计拆除旱厕
92座、入户改造192户，全村再也找
不出一所旱厕。

同样，作为农厕改造示范点，淮
高镇顾庄村新一批农厕正在施工中：
蹲便器改为坐便器，户外改为户内，
同时建设微动力污水处理设施，厕所
污水和生活污水接入污水收集管网
一并处理。

“去年，我区农村率先弃用多年延
续的砖砌式化粪池，按照1230元/户
的补贴标准，为改厕农户配备了一体
化三格式净化槽。”区改厕办工作人员
陈文明说，新式化粪槽使用寿命可达
30年，粪水经过发酵、厌氧、沉淀3个
池子的净化过滤后可直接作为农家肥
使用。年底前全部改造完毕，届时实
现全区无一旱厕目标。

本报通讯员 张延峰 石耀军
本报记者 张莎沙 蔡志明

淮阴区全面发力补齐民生短板

▶上接1版 省秦淮河管理处秦淮
新河泵站启动生态补水运行，这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江苏水利系
统率先调度运行的首批省管工程，
对保障防疫期间流域水生态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疫情形势严峻，在开机人员不
足的情况下，管理处第一时间将党
旗亮在运行第一线，在宁党员响应
号召率先上岗。“平常总说党员要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在这个特殊的时
期能参与抗疫补水运行，意义重
大。”当日，记者赶到现场，正在值班
的青年党员李辰霄笑着说。

记者看到，在3台大型卧式轴
流泵的全力带动下，长江水通过流
道源源不断补充进入秦淮新河，厂
房的机组运行噪声高达95分贝，普
通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待20分钟便
会感到头痛，运行值班人员不仅要
克服高分贝噪声影响，还要每个小
时巡视记录一次水井水位、机组温
度和压力状况，确保整个泵站供排
水系统正常运行。

2005 年至今，秦淮河生态补
水工作已经实施了15个年头，近5
年抽引江水达25亿立方米，超过
了400个玄武湖的蓄水量，秦淮新
河、七桥瓮等水生态考核断面pH
值、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总磷
等指标稳定控制在正常范围，推动
秦淮河流域水生态环境进入良性
发展轨道。

“近年来，管理处建立起秦淮河生
态补水常态化机制，生态补水从偶发
性、时令性调度工作，成为常态化、全
年性质的常规工作。”张加雪表示，常
态化生态补水使一线调度工作变得更
加频繁、也更加重要，为此，管理处组
建以党员为主的生态补水运行保障小
组，同时开展保障生态水位调度研究
和秦淮新河枢纽改扩建工程前期工
作，探索提升水利工程生态保障能力。

党建+创新，首设“生态服务
站”全力打好水面漂浮物歼灭战

在积极活水的同时，管理处主动
护水。今年9月25日，“武定门水利
枢纽生态服务站”正式揭牌，这是省水
利系统首家生态服务站，采用机械与
人工力量相结合的模式，对武定门闸
上游河道3万多平方米水域进行长效
管护，彻底关上漂浮物进入南京主城
区的东大门。

“今年来，受河道高水位行洪、气
温及汛期工程调度等因素影响，武定
门闸各类水面漂浮物大规模集聚、大
范围漂移的情况呈多发态势。”负责
水面漂浮物打捞工作的刘建华介绍，
为尽快破解水草打捞处置难题，管理
处一方面从全处抽调精干力量，通过
大功率打捞船每日不间断轮流打捞
漂浮物，另一方面，购置150吨重水
草打包机，通过大吨位压缩减少漂浮
物重量与体积，提高外运效率。今年
的打捞数据显示，生态服务站最高日

打捞量达145吨，相当于两节货运列
车车皮承载量。

“做好河道保洁、维护水环境是水
利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成立生态服
务站是一项保障水环境、保证水安全
的长效机制，需要各方的长期配合与
共同努力。”服务站揭牌当天，省水利
厅总工程师周萍专程赶到现场。目
前，在做好打捞作业的同时，服务站定
期巡查上游河道，及时掌握漂浮物来
量，并督促沿线管理单位加大监管力
度，推进河道联动生态保护。

家住附近节制闸小区的王秀莲不
禁感慨：“我家就住在河边，天气热的
时候，我老伴儿连窗户都不敢开。现
在好了，管理处的除草工作就没停过，
河道干净整洁，时不时还有白鹭从河
面掠过，我们也经常到河边散步，很是
舒服啊。”

党建+用心，石臼湖固城湖
重现烟波胜景

今年，“天空之镜”“天鹅湖”石臼湖
频登央视和网络热搜，这个位于我省南
京市溧水区、高淳区和安徽省马鞍山市
当涂县、博望区三区一县交界的省管湖
泊，以其水清如镜的独特魅力吸引众多
网友打卡。作为省级河长湖长联络员
单位，近年来，管理处紧盯“打造健康生
态湖泊样板”目标，协助省水利厅加强
石臼湖固城湖管理，一步步参与并见证
了两湖的生态变迁之路。

“今年，我们在石臼湖固城湖探索

建立了无人机智慧巡湖系统，利用无
人机对两湖定期航拍，并对原始图像
进行智能识别、处理分析，追溯岸线违
建、水面漂浮物、蓝藻等情况。”管理处
河湖科科长闵克祥告诉记者，无人机
航拍有效弥补了卫星遥感监测频次不
足的问题，针对每次巡检发现的疑似
问题，管理处都会通过智慧巡湖系统
上报，全程跟进督查处理结果。

根据2019年石臼湖固城湖网格
划分情况，管理处分别给市、区有关湖
泊管理及网格巡查人员配备了50台
湖泊巡查系统终端，组织举办了湖泊
网格化管理培训班，制定印发《石臼湖
固城湖网格化管理实施意见》，每个网
格员的管理范围、实时位置、历史路线
以及上传的案件信息等都有迹可循，
逐步形成“网定格、格定人、人定责”的
两湖长效管护网格化体系。记者从管
理处召开的2020年度石臼湖固城湖
管理与保护工作考核会议上获悉，固
城湖全年基本处于Ⅲ类水标准，石臼
湖水体全年基本处于Ⅲ—Ⅴ类水标
准，两湖水质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传奇和典故，写下石城南京的沧
桑；江河和湖泊，铸就古都金陵的魂
魄。张加雪表示，作为秦淮河流域水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门，管理处将
继续在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上下
功夫，打好“一河两湖”行业管理“主动
仗”，以秦淮特色生态治水之路开启水
利现代化新征程，为美丽江苏添彩。

本报记者 吴 琼

▶上接1版 常州打出思想理论、
文艺精品、红色阵地、文旅融合“组
合拳”，提供更丰富、更精彩、更有特
色的文化服务，不断满足广大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凝聚强大的文化力
量，到2021年年底，常州将再新建
20家“秋白书苑”。

常州市文广旅局局长荣凯元介
绍，“常州三杰”是常州最具代表性、
影响力的红色资源，常州市委、市政
府出台实施《常州老城厢复兴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纲要》，打造名人文
化、运河文化、红色文化等城市文旅
品牌。从“秋白书苑”新名片切入，
努力把常州建设成为红色基因传承
标志区、红色文化弘扬示范区、红色
文旅发展先行区。

红色文化，浓墨重彩彰显常州
作为江南名城的文化底蕴、文化自
信。去年以来，召开“常州三杰”精
神座谈会；开展《文旅融合视域下常
州红色旅游转型升级发展研究》；推
出电视纪录片《初心》、锡剧《烛光在
前》等文艺精品；打造青果巷、大庙
弄、溧阳新四军纪念馆等旅游景区；
溧阳、金坛、武进、新北和天宁5个
辖市区被列为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片区；加快“常州三杰”纪念馆改
造提升，串珠成链推出“跟着名人游
常州”精品文旅线路；“秋白书苑”应
运而生……照耀龙城的“文化灯
塔”，绘就出城景相融、人文和谐的
高质量发展画卷。

创新共建机制，让读书成
为生活方式

造烛求明,读书求理。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对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
社会作出重要论述，强调要提倡多读
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
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
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

30名小读者一同夜宿。睡前，
在领读人的带领下，他们于书中探
寻秋白故事；起床后，齐声晨读秋白
作品……“共读秋白奇妙夜”活动
让秋白精神润物无声，每年接待读
者超10万人次，使图书的年流通率
达450%；每年开展亲子阅读会、书
式精读会、旅行沙龙、书香下午茶等
几十场阅读推广活动。

作为城市阅读服务新空间，“秋

白书苑”探索有限空间的无限可能，从
“政府单方建设”向“多方合作共赢”转
型。其首创的“政府+社区+企业”机
制，整合资源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探索
滚动式可持续发展。江苏书式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洪科告诉记者，

“秋白书苑”实行社会力量主体市场化
运营，举办读书沙龙、阅读分享、陪伴
阅读等活动提高服务黏性。

线上线下融合，云端飘扬书香。将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与读书场景深度融合，“云端
阅读”“智能阅读”正逐渐成为常态。

一体化服务圈，打开城市文
化窗口

常州持续深耕打造书香城市，读
书、藏书，成为许多家庭日常生活的必
选项；年轻人走进半山书局、南大街青
果书房、云溪涧，阅读的种子在内心生
长；“常读”“拆书帮”等阅读组织借助微
信和APP，让爱书人聚在一起。在老城
厢，“秋白书苑”散落于运河两岸、历史
街区，一脉书香浸润千年时光；在美丽
乡村，“秋白书苑”与四时风光、农事体
验相映成趣，成为闲逸山水间一抹亮
色；在产业创新集聚区，“秋白书苑”与
高科技企业跨界联姻，为“智造之都”注
入书香动能；在基层社区，“秋白书苑”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紧密结合。

陶冶是河海大学的教师，也是江苏
首批全民阅读推广人之一。作为“秋白
书苑”公益朗读者的一员，她策划的真
人图书馆活动颇具新意。“把身份各异、
有态度、有智慧的凡人英雄请到读者身
边，同步分享到喜马拉雅FM等音频平
台，成为有声读物。”陶冶介绍说。

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严旭华介绍说，从“15分钟阅读圈”到

“全民阅读全域书香”，30家“秋白书
苑”全域铺开，覆盖470万常州市民。

“书香+”与旅游、体育、会展、科技、农
业、交通等领域深度相融，打开了一扇
城市文化的窗口。

瞿秋白母校常州觅渡桥小学校长
吴毅认为，“觅渡，觅渡，秋白为的是辟
一条光明之路。在‘秋白书苑’读书、
求知，让学子们觉得离秋白更近了，更
好地读书、做人、成才、报国，读懂这片
千古读书地。”

本报记者 蔡 炜 唐 颖
本报通讯员 钱 竑

常州打造“秋白书苑”文化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