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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鑫津 通讯员 文投轩

在扬州城市西区，文昌西路明月湖
北岸，一座展示扬州运河文化的地标性
建筑——运河大剧院，已经拔地而起，
将于4月18日作为扬州第20届“烟花
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开幕式主会场精
彩亮相，7月1日正式运营。近日，记者
来到大剧院现场探营，其中以春花、夏
竹、秋叶、冬雪为设计基调的四大演出
厅，令人震撼不已。

远眺运河大剧院，碧波粼粼的明
月湖面，大气磅礴的拱形之门，格外引
人注目。“运河大剧院总投资18.78亿
元，总建筑面积14.47万平方米。”记者
了解到，作为市政府历史上投资最大的
文化项目，历时四年建设，运河大剧院
已经进入内部的精装、设备调试等工
作收尾阶段。

“每一个细节，只有通过反复斟酌
设计，才能打造出如同艺术品一般的地
标建筑。”带领记者参观大剧院，设计方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所所长
周峻掩饰不住自豪，他介绍，运河大剧
院是根据明月湖的地理分布，与周边环
境的协调相融，以南北向的河道为中
心，通过临湖的“拱桥”设计，彰显扬州
文化的开放。

“水天一色，与环境浑为一体，是很
多人对大剧院的感受。”周峻说，这是因
为在建设中，充分利用明月湖的轮廓，
改造驳岸形成不同高度和形式的滨水
空间，同时利用建筑立面上叠落的平台
和坡道打造围绕河景的立体漫步系统，
步移景异，别有雅趣，实现了平面的园
林向空中转化的全新体验。

运营后，运河大剧院将与周边的双

博馆、图书馆、音乐厅、国展中心等实现
景观协调、空间融合、功能共享。未来，
运河大剧院将为艺术家提供一流的表
演和交流平台，为公众提供一流的艺术
欣赏和文化休闲体验，更为城市竖起一
道新的文化地标。

走进大剧院，剧场内崭新的观众座
位整齐排列，舞台空间气势恢宏，后台
化妆室、休息室也一应俱全。“大剧院有
四个演出厅，各有各的设计特色，各有
各的功能定位。”周峻介绍，四个厅分别
是1600座综合歌剧厅、800座戏剧厅、
500座曲艺剧场、300座多功能剧场，
四大厅之间，是由寓意运河的曲线走廊
相连接。

“你看，是不是很像一朵盛开的花
瓣。”在综合歌剧厅，记者从上向下俯
瞰，整个剧院宛如一朵红色的花瓣。周
峻告诉记者，四个演出厅，分别以春花、
夏竹、秋叶、冬雪为设计主题。

“每个演出厅都有不同的功能。”周
峻介绍，1600座的综合歌剧厅主要用
于歌舞剧、芭蕾舞剧、大型综艺节目和
大型会议等；800座戏剧厅主要演出话
剧、木偶戏、儿童剧、中型综艺节目，可
同时满足800人观演，其中池座600
人，楼座200人；300座的多功能剧场
拥有灵活的平面布置，设置有可升降的
座椅等，可满足多种功能的使用。

“与其他大剧院不同，扬州运河大
剧院多了一个500座曲艺剧场，这是为
扬州量身定制的。”周峻说，扬州有评
话、扬剧等文化艺术，曲艺剧院就是为
地方曲艺专门设计，满足扬州特色剧种
演出需求。目前，运河大剧院已经开始
制订常态化演出计划，试运营后，一大
批精彩的演出将和市民见面。

扬州运河大剧院
打开文化传播“新窗口”

□ 本报记者 李源 李鑫津
通讯员 赵圣男

3月 15日上午，小雨天气给扬州
增添几分寒意，但在扬州生态科技新
城，一场高质量发展大会开得热火朝
天，在每个人的座位上，除了会议发言
材料外，还有一本红彤彤的“光荣册”：
2020年特别贡献奖、绩效考核一等奖、
科技创新奖……优秀个人奖。这场大
会，扬州生态科技新城总结成绩、表彰
先进，提振士气，全区上下铆足干劲打
响现代化新征程“开局战”，一着不让确
保“开门红”。

仔细观察这次大会的座位安排，不
难发现，企业家列席“C”位，前排中间
位置与新城管委会负责人直接面对面
就座的，正是新城的企业家们。新城相
关负责人表示，民营经济是支撑新城发
展不可或缺、不容置疑的重要力量。高
质量发展是“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题，新城上下要以“起步就是冲刺、开
局就是决战”的状态，奋力开创“四个中
心”建设新局面，昂首迈上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回望过去，
锐意进取为发展“破题”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们众志成城
打硬仗，充分展现不畏险阻、迎难而上
的精神风貌；最令人骄傲的是，我们聚
焦主业谋发展，充分体现开拓进取、奋
勇争先的事业追求；最令人感动的是，
我们以民为本办实事，充分彰显不忘初
心、发展惠民的责任担当；最令人欣慰

的是，我们解放思想求突破，充分营造
比学赶超、团结进取的良好氛围。”大
会启幕，生态科技新城党工委主要负
责人用4个“最”总结了2020年的不
平凡，引发台下前来参会的企业负责
人的共鸣。

“随着中航研究生院如期开学，扬
州航空馆开馆，一座年轻人的梦想城
市正加速崛起。”生态科技新城相关负
责人介绍，回望2020，在经济复苏第
一线，新城创新实施专人驻厂、集中流
调等全天候服务机制，落实各类减税
降费、政策资金、债券近2亿元，202名
区镇干部包干到企，3万名外来员工
快速返岗，复工复产走在全市前列，重
要经济指标实现“V”型反转。统筹推
进58项重点工程，推动高铁站前区16
条道路成环成网，81万平方米绿化成
带成景，10 万平方米精致景观有颜
值，460万扬州人高铁梦圆。在项目
建设主战场，全力推进中国航空谷等
9个省市重大项目，国家电网江苏智
慧能源双创科技园、戴尔创新基地等
23个项目落子布局，全年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超20%。

聚焦当下，
改革争先为思想“破冰”

“在当前大背景下，‘高质量发
展’在所有领域都成为名副其实的
高频词。”位于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高
新区的两面针（江苏）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兰进坦言，“两面针公司作为
酒店用品产业的传统制造业，因去
年疫情的影响，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但这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
考和准备，经过一年的准备，在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充分
的调整。”

如今，消费升级趋势不可逆转。两
面针公司调整整体战略布局，由原来单
一的酒店用品转型为“酒店用品+商品
牙刷+商品牙膏+X”的战略布局。该
公司在2020年充分用疫情期间的空档
期，在公司内部进行技术改造，投入
500万元新改造10万级净化车间近
6000平方米，目前已投入使用；并对现
有的牙刷生产车间进行升级改造，升级
改造车间近万平方米，形成年产50万
支/天左右的商品牙刷和20万支/天商
品牙膏的生产车间。此外，为持续向技
术密集型转型，公司投入设备技改
2000万元左右，全面引进自动化生产
设备和机器人，为公司的全面高质量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

大会上，新城负责人的一句话暖了
在场企业家的心。“我们新城要打造一
个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老百姓，事事不
求人、也能把事办得公平公开的发展环
境。”该负责人表示，“各部门干工作要
提高效率，做到‘案无积卷、事不过
夜’。”为此，新城提出“1212”工作要
求，即上午接到的任务，当天晚上12点
前要有回应；下午接到的任务，次日中
午12点前要有回应。也正是这种雷厉
风行工作作风，上个月，新城迎来新华
日报新媒体创新中心项目落户，该项目
致力打造立足江苏、辐射全国的新媒体
创新创业平台，为新城“四个中心”建设
添砖加瓦。

面向未来，
勇于担当为前路“破局”

“当前，我们的工作要点是项目招引，
工作重点是城市建设。”新城人已深刻地
意识到，城市区域板块的竞争日趋激烈，
发展已进入创新引领加速、质量全面提升
的阶段，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全面激发
新的动能，而在生态科技新城一系列针对
营商环境的深化改革正在启动。

“抓好开局起步，必须加快做好项
目招引建设。”新城主要负责人表示，要
招引源头活水，围绕集聚创新资源、加
快载体入驻、园区腾笼换鸟，紧盯知名
品牌、行业领军企业，跟踪推进深业集
团深扬科创合作区、中国联通“5G+数
字新基建”等项目，构建链式化、梯次型
招商新格局。要决战项目建设，深入开
展“321”行动，确保东南大学、国家电
网等重特大项目年内开工，加快扬州印
象馆、华润超级Mall等标杆项目落地
成形，形成新的发展增长极。

此外，新城将启动规划建设生态科
技新城杭集高新区南园，试行新批工业
用地“标准地”制度，试点“拿地即开工”；
开展“1+3+N”专项行动，全区组建1个
领导小组，3大片区分别组建工作站，构
建以服务企业专员、重大项目领办员、驻
厂员等为一体的N层次服务企业体系；
积极帮助企业争取上级各类资金项目，
推动设立规模20亿元园区“二次创业”
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不断提升“全方位”
服务、“全要素”供给、“全周期”跟踪服务
水平，增强新城市中心的产业向心力，营
造健康有序的发展“软环境”。

扬州生态科技新城表彰先进、提振士气——

打响“开局战”，勇夺“开门红”

扬州准备好了
——写在2021年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即将开幕之际

□ 本报记者 李源 李鑫津
实习生 沈晶明

460 万人，五年筹备，
扬州世园会来了！

难忘五年前土耳其安塔
利亚，当代表中国的扬州从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手中接
下2021年世园会承办权那
刻，这座诗人笔下常提起的
城市也向世界发出了五年后
“烟花三月下扬州”的邀请。

时光如梭，虽然过去一
年多时间，全世界遭遇疫情，
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扬
州人依然用最大热情筹备着
这场和世界的园艺约定。

疫情阻隔，奥运延期，触
手可及的“世界”两个字如今
是多么难得，当初“绿色城
市，健康生活”这句扬州世园
会口号诞生时，很多人难料
健康对于当下世界的弥足珍
贵。但这恰恰赋予了这场盛
会更特殊的意义。

离4月8日还有8天，
不到200小时，2021年扬
州世界园艺博览会即将开
幕，现在我们可以认真地对
世界说一句：扬州准备好了。

世园会

世园会现场。程建平 摄

世园会全景世园会全景。。程建平程建平 摄摄

1
3月28日，扬州世园会迎来了开幕

前最后一场大客流压力测试，7.8万的人
流顺利通过考验，一次比一次接近极限，
但效果却一次比一次令人满意。

“每一个展园都很精致，可以说一园
尽览天下园艺。”仪征市民蔡磊带着一家
人参加了测试，大半天走下来一家人还
是意犹未尽。“今天看得有些仓促了，等
正式开园，准备都买上一套通票，必须一
个园一个景细细赏析。”

行走在扬州世园会的东西园区，一
座座展园已经精彩绽放。以国际馆、中
国馆、开闭幕式馆、园冶园、碧云村等五
大核心景区，总体形成“一轴、两脉、五
心、八片区”的空间结构。26座国内城
市展园与13座江苏城市展园连成一体，
用大地艺术描绘着中华民族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的一片赤诚。而25个国际展
园带着来自全球各地的友好祝福，共同
演绎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归一主题。

在这里，“二十四桥明月夜”揭开典
雅序幕，“一园一景一特色”唱响绿的旋
律；在这里，同“梦幻叠瀑”震撼迎客，与

“巨型江豚”执手遨游；在这里，触摸拉萨
民居的“诗和远方”，观赏“欧陆冰城”
的万木峥嵘；在这里，感受郑州的“黄河
家园”，探寻合肥的“江淮印记”；在这里，
北京邀您“同月共济”，上海带来“绿野仙
踪”；更在这里，一夜梦回千载长安城，一
朝“盛京八景”帝王都。

除了大制作恢弘壮丽，小设计也温
暖贴心。本届世园会注重游客体验的
布局和设施随处可见：导览地图人手一
册，免费寄存与租赁填表即达，一票两
乘的观光电瓶车在每个站台可以随意
上下……这一刻，世园内所有运维体系、
各项工作组织已经整装待发，安全网络
布局完成，只待来自世界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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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展园之美是世园会的形，

那文化活动则凝聚了世园会的魂。
翻开扬州世园会筹备的记录本，

已经相继开展了“4.8公里迷你跑”、
“古风国潮·秀世园”等预热活动二十
余场。而在世园会开展期间，这里将
继续举行特色园事、花事、赛事及展
陈活动，让“到此一游”的游客沉浸式
享受“到此一玩”，更通过这场园艺盛
事展示扬州文化、江苏文化，乃至中国
文化。

作为开场大戏，朱自清的《荷塘月
色》将成为开幕式的序曲，开幕式总导
演表示，为了将园艺元素和扬州地方
文化元素高度融合，在开幕式的6个
文艺节目中，以“绿”象征世园会的底
色，用“花”烘托园艺的氛围，而“约”则
同扬州月亮城的“月”，意在用园艺约

会世界，在园艺中述说文化，在文化中
表现园艺。

按照“周周有活动，天天有精彩”
的原则，扬州世园会围绕室内展陈、国
际竞赛、园内户外活动三个方面策划
了一系列的园事、花事活动。园事、花
事活动的非遗、书画等文化展示集中
在世园会西区的碧云村，设置了“剧
场、院居、工坊、市井”四项非遗主题。
剧场里“搬来”省内各城市的专场演
出，院居“提取”了扬州精致、优雅的慢
生活场景，在工坊空间学习非遗手工
技艺的精细制作流程；在市井古街体
验非遗老字号的独特魅力。

开幕后至9月下旬，插花花艺、月
季、芍药、园艺微景观创作、荷花、盆景
技艺6项国际专业竞赛相继举行。除了
赛事活动，园区还有各类精彩主题活动
与表演，包括世界旅游小姐游园、世界街
头文化大赏等活动吸引大家“奔向世
园”，让趣味活动动起来，体验缤纷世
园“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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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江苏南北的连淮扬镇高铁

已在去年年底通车，刚刚全面开通
的328国道仪征段加快了扬州城内
外的连接，保障扬州世园会外围交
通。仪征市内8条世园会专属公交
线路也已全部落实到位，“七路一
通”工程把枣林湾及其周边交通建
设水平至少提前了5-10年。

扬州世园会改变的不仅是城
市的交通版图，为打造匹配世园
的城市形象，扬州城市景观系统
已经再一次升级，仪征市目前已
完成城市公园体系建设，美丽乡
村雏形初现。举办地仪征枣林湾
已成为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的芍药
栽培、展示基地，千亩樱花让这里
成为长三角地区最美的丘陵生态
园之一。

风帆已经扬起，各服务保障团
队人员万事皆备、蓄势待发，要让

“到此一玩”的游客变成“心之所向”
的常客，这是扬州人此刻的期待。

作为枣林湾居民，黎田梅的生
活因为世园会到来有了很大改变。
家与世博园毗邻，响应号召，她与同
乡姐妹一起报名，成为中国园里的
一名保洁人员。“世园会就在家门
口，我们是真正的东道主，保洁是我
们的本职工作，把地面、玻璃、墙壁
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我
们要做的。等游客来了把他们照顾
好、服务好，让他们感到舒服舒心就
是我的责任。”

和世博园一墙之隔，经营了12
年的金渔头土菜馆此刻也有了更多
使命感。饭店老板金春福，为了让
前来世园会的客人吃到最正宗的地

方美食，与团队从选材、烹饪方式上
不断打磨。“鱼头要选花鲢鱼，要大
锅烧开水后半小时才能放鱼头，并
且一定要用柴火慢慢烧，这样做出
的鱼头才更香、更嫩。”金师傅想用
美食把大家留在世园会，“为了一道
菜，奔赴一座城”，这样便会忘不了
枣林湾的寸寸乡土。

“游客朋友请注意，游客朋友请
注意，杨岩先生，杨岩先生，您的身
份证现在2号门游客服务中心，请
您听到广播后速来领取……”这个
甜美的声音来自广播室工作人员房
卓傲，每天除了负责播报走失人员、
票务信息以及丢失证件等情况，其
他时间她都在不断地练习，力求以
高标准却又不失温和的播音让入园
游客感受到“家”的亲切。

“各位游客，前方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中国馆……”“金牌讲解”加上

“招牌微笑”是世园礼宾们带给游客
最佳游园体验的绝招。俏皮的翻檐
帽、与世园会徽“绿杨梦双花”同色
调的粉色制服使得她们成为园内一
道亮眼风景线。然而“美丽”的背后
不乏艰辛付出，“130多页十几万字
的讲解词，我们要在两周之内牢记
于心。”世园会礼宾席小童回忆，为
了快速记牢讲解词，她跟着园区的
电瓶车一圈圈地绕，一绕就是一整
天。“还有几天就开园了，我必须全
力以赴，让自己的讲解越来越好，才
能对得起这世园美景，对得起大家
的信任。”

“举全市之力，办精彩世园”。
过去五年，扬州、仪征每一天都在与
时间赛跑，现在“世园时间”已进入
最后倒计时，世园会花海正在展露

“芳容”，世园会状态即刻待发。“烟
花三月”的扬州世园会正张开双臂，
准备迎接来自全世界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