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下
10

2021年8月3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严颢

版式：陆洋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盐城市
盐都区潘黄街道统战条线多措并举，充
分发挥统战条线的独特优势和职能作
用，凝聚起同心战疫的强大力量，共同
筑起一道坚实的疫情防控屏障。

省、市、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部署
后，该街道统战条线全体人员科学应对
疫情，积极发扬“众志成城，抗疫有我”
的抗疫先锋精神，在街道疫情防控指挥
部统一调度下驻点社区，全力协助开展
核酸检测排查工作。因信息登记工作
量大、人员密集加上天气炎热等诸多因
素，检测现场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街道
统战工作人员穿着浸泡着汗水的防护
服坚守岗位，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与群众“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为进一步做好全员核酸检测实战

演练，统战条线干部充分发动街道机关
单位的志愿者，联合社区（村）、服务站
工作人员以及网格员，同时发动生活小
区的物业工作人员，组建近千人的“扫
楼”志愿服务小队。在主次干道的沿街
商铺、生活小区入口处、住宅楼的楼栋、
居民区的房前屋后，时而可见“扫楼”行
动志愿服务人员的身影。即使在连续
数日高强度的疫情防控工作之后，大家
仍然充满斗志，全方位、全天候逐小区
逐楼栋排查，确保有效应对各种突发情
况。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摸排，开展“拉
网式”核酸检测查漏补缺工作，确保做

到应检尽检、不漏一人。
面对万达商业综合体广场、渎上·

老西门街区、盐龙体育公园、盐都现代
农业产业示范园、兆泉综合菜场等三产
服务业密集区人员密集、个性复杂等特
点，统战部门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坚决落实“三个到位”的有力措施。

防疫必备落实到位。实地查看各
场所登记报备、扫码测温、排查监测、消
杀隔离等防疫措施落实情况，要求辖区
内文化经营场所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规
定，按照场所核定承载量进行人员限
流；宣传引导到位。通过张贴公示、电
子显示屏、横幅、音响喇叭等宣传平台，
及时发布信息，告知进入场所人员佩戴

口罩，保持安全距离，隔位就坐。同时
联合社区干部通过登门走访，及时为前
来咨询的市民解疑释惑，做好对广大群
众的宣传和解释工作，提高疫情防控意
识；巡查监管到位。坚持每日巡查监
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及时解决，确保
所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全覆盖、无
死角，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潘黄街道境内集聚有江苏明华建
设、江苏华悦建设等多家大型规模企
业，针对疫情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街道统战条线干部深入生产车间和办
公场所，向相关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关
于生产经营、市场前景等情况，特别是
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受疫情影响

情况。通过面上调查分析，帮助企业制
定防疫方案。一方面积极营造浓烈防
疫氛围，分行业、分类型制作企业防疫
视频，做好“墙上有标语、空中有广播、
路上有横幅”立体式宣传；另一方面抓
实抓细防控措施，深入企业实地检查每
天消杀记录，要求各企业严格按照重点
场所疫情防控相关要求，落实好信息登
记、扫码测温等防疫措施，做好清洁、消
毒、通风等日常防护工作。

针对企业有明确专职但无专业人
士负责防控工作的情况，统战部门及时
邀请疫情防控职能部门专家开展线上
线下疫情防控业务培训，实施一对一指
导。盐城荣南机械作为街道工业领头

企业，产业链较长、从业人员较多、市场
分布较广，因而防疫压力较大。该街道
统战部门人员冒着酷热天气，主动上门
积极引导，严格按照“四早”要求，坚持

“人物同防”，按照“从严、从紧”原则，制
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做到一企一
策、精准服务。街道境内所属非公企业
皆因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管控措
施，内部人员管理得到明显加强，做到
疫情防控和稳工稳产两不误。

自防疫阻击战打响以来，潘黄街道
统战条线干部大疫面前显担当，积极行
动、践行职责、凝心聚力、尽己所能，以
各种方式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周东波 薛荣炎 蔡政杰

盐都区潘黄街道：凝聚统战力量 筑牢防疫屏障

迎接仪式、粮仓小集、过桥摘扇、东
升展演……以故事节点的方式，通过淮
剧新唱的形式，递进式演绎经典淮剧
《小镇》剧目，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魅力。从台上到台下，由室
内到村里，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在建湖
九龙口淮剧小镇每天都在上演。

九龙口原名“九河口”，因四周有九
条河相汇聚而得名，历经千年沧桑依旧
美丽，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淮剧又
称“江淮戏”，起源于民间说唱与劳动号
子，以铿锵豪放、优美质朴著称，属于国
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九龙口和
淮剧不期而遇，当旅游景区和非遗文化
完美相拥，淮剧小镇在走出众多优秀淮
剧演员的九龙口沙庄古村孕育而生。

立足生态优势，弘扬淮剧文化，建
湖县邀请专业设计团队，在沙庄古村融

入芦荡总体风貌基础上，将戏剧引入景
区、植入古村，原景再现获得国家文华
大奖的现代淮剧《小镇》剧中的18个生
活场景，设计了多处雕塑、构筑物和卡
通人物、彩绘等，凸显“村在荡中，荡在
村中”的独特空间风貌，实现“戏在村
里，村在戏里”的独特精神内核，讲好文
化传承的“建湖故事”，打造文旅融合发
展的新地标。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如今，淮剧小镇IP化的痕迹遍布
各个角落：漫步小镇，恍如穿越。没有
高楼大厦，到处都是古色古香的老式建
筑，一砖一瓦、一雕一砌，散发出古朴的
气息，触摸的是历史的厚重。行走在青
石路上，远远就能听到沙庄戏苑里淮剧
优美的旋律，或高亢激越，或委婉细腻，
或曲调流畅，不由得让人放慢了脚步。

精品折子戏、经典淮剧、戏曲联唱……
演出时，演员真情投入，一板一眼、富于
韵味；台下，观众听得入迷，掌声、叫好
声不绝于耳。

淮剧小镇，好戏连台。深入其中，
淮剧《小镇》剧中的18个节点，包括剧
中人的家，如朱文轩的家、朱老爹的家
等，还有像快嘴王的小卖部这样的店
铺，大钟、门楼、古树、拱桥、集市依次呈
现。而随时随地的淮剧、杂技快闪式打
卡，让你品尝青春的滋味，一不小心就
成了剧中的主角。

欣赏人文历史和自然风光的时候，
怎能不去看一出杂技表演？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的建湖杂技，以其独特的文化
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而饮誉中外。
到里下河博物馆感受水韵江苏，到龙文
化博物院领略龙文化的魅力，带着美好

和祝福前往龙王庙祈愿，再到粮仓艺术
空间，聆听可爱的小朋友哼唱曲韵悠扬
的淮歌，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能让你
享受复古的美好时光。

最后，走进喜马拉雅逆光书屋，来
一场“线上漫读”，品味不一样的“书香
气息”。在有声图书馆上，只需拿出手
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在线直接收听，真
正做到无门槛“全民阅读”。在“喜马讲
书”处拿一本实体书，端起一杯猫屎咖
啡，在琅琅书声中细细品味经典。这里
既是饮茶赏景的歇脚好去处，也是游客
听书品读的精神家园。

美丽九龙口，如诗亦如歌。“我喜欢
碧波荡漾，悠扬的徜徉；金滩银荡，满塘
鱼米乡；我喜欢青石路上，留下念想；我
喜欢千年美景，九龙水乡。”在九龙口，
九条大河串起小镇故事，悠扬的歌曲

《我喜欢》让人沉醉。而《水边的家乡》
《九龙口的芦苇》，则唱出了身在淮剧小
镇满满的幸福感。

7月6日，“建湖有戏”城市品牌正式
发布，全新的城市形象宣传片、城市品牌
推广语、文旅推广语、建湖吉祥物等精彩
亮相，九龙口宣传片《家园》、原创歌曲
《我喜欢》、文集《九龙口风物》、画册《大
美九龙口》以及系列文创产品对外发布，
让九龙口走向更加诗意的“远方”。

呆萌有趣的淮娃，是淮剧小镇的
“形象大使”，更是人见人爱的“新晋网
红”。淮淮、娃娃逛小镇表情包新鲜出
炉，从经典淮剧唱词“这厢有礼”到网络
用语“干饭”“来斯”，在微信群里迅速刷
屏。诙谐有趣的福瑞盲盒、时尚淮潮的
脸谱冠服……一件件文创产品，让淮剧
走进生活，开启文创“IP”和旅游结合的

广阔蓝图。
因风光而秀丽，因文化而雅致。九

龙口淮剧小镇，一个传统与国潮激荡碰
撞的地方，一个诗和远方交相辉映的地
方，带给游客的不仅是视觉上的愉悦，
更是精神上的升华。三天两晚精品游、
七至十天度假游的景点、线路安排，处
处体现游客至上的人性关怀。在“淮剧
元素”的加持下，古老的沙庄古村焕发
青春与活力。未来，这里将举办戏剧论
坛、湿地星空音乐节、诗词歌赋大会等
等，实现文化和旅游、历史和戏剧的深
度融合，幻化出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
代、浪漫与现实的经典对话。

品尝文旅融合大餐，解锁淮剧小镇
花式玩法，九龙口淮剧小镇正以开放的
姿态、迷人的风采，迎接四面八方游客
的到来。 崔良逵

淮剧小镇：融合文化旅游的“诗和远方”

新华社电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
获悉，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退役
军人事务部牵头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和
辽宁省委省政府，29日正式启动第八
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
交接迎回安葬工作。

中韩双方将于9月1日在韩国仁川

共同举行烈士遗骸装殓仪式，2日上午在
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交接仪式。运送
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抵达沈阳后，退
役军人事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将于9月2
日上午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举行烈
士遗骸迎回仪式，9月3日上午在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安葬仪式。

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装殓交接迎回安葬工作启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
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
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理念。”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战略高度，深入阐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强调必须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
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我国
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
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我们辽
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
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
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
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我国各
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
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
的重要源泉。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
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
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
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

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民族工作，着眼培育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
得显著成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
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
断巩固和发展。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
生命线，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
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
希望所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
们更要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确保中国
发展的巨轮胜利前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
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
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
求。要深刻认识到，只有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
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

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
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
根本利益；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
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
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只有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
民族的自觉认同，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
展的思想基础，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
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只
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
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
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
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
好做细做扎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民族工
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
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
益。”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要把握好几个
方面的关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
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
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正确把握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
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

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
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
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
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
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
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
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
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
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
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只有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才能
顺利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
不衰。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
针对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
发展，我们就一定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
兴的磅礴力量，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灿烂
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载8月30日《人民日报》）

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综合新华社电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
人28日称，正在筹备“组阁”，预期一两
周内完成。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
先前告诉路透社，将在一周内发布“组
阁”消息，后来更正为“一周或两周”。

穆贾希德说，塔利班已经任命34
个省中33个省的省长和警察局长，以
及公共卫生、教育和中央银行等关键部
门的负责人。路透社问及“内阁”成员
中是否有女性，穆贾希德没有明确答
复，仅说这由塔利班领导层决定。

穆贾希德谴责美军无人机27日在
阿富汗东部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阿富汗分支人员，称这是“对阿富汗领
土的攻击”。不过，他呼吁美国等西方
国家今后与阿富汗保持外交关系。

穆贾希德28日表示，塔利班人员已
经进入并控制喀布尔机场内一些区域，
将在美军撤离后和平接管机场。塔利班
另一名发言人比拉勒·卡里米也在社交
媒体表示，塔利班人员已经进驻喀布尔
机场部分军事区域。然而，美国国防部
发言人柯比否认塔利班方面的说法。一
名塔利班人员29日告诉路透社，塔利班
的工程和技术人员已经准备接收机场，

“我们正等待美国人最后点头，继而完全
掌控机场。双方都希望快速交接”。

阿富汗塔利班称一两周“组阁”据新华社电 28日以来重庆降
雨天气持续，6个区县雨量达到大暴
雨，3条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

28日8时至29日8时，重庆长
江沿线及以北地区中到大雨，局地
暴雨到大暴雨。梁平、城口、开州、
云阳、奉节、巫溪6个区县出现大暴
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巫溪县红
池坝农场，达到231.0毫米。受降雨
影响，重庆有3条中小河流出现超
保证水位洪水，其中，合川区三庙河
三庙站超保1.27米，城口县任河东
升站超保0.06米，梁平区新盛河新
盛站超保0.04米。

图为29日，巫溪县宁河街道漫
滩路一带景象。 （新华社发）

重庆遭遇大暴雨重庆遭遇大暴雨
33条河流超保证水位条河流超保证水位

新华社电 8月29日，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
电话，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
意见。

布林肯表示，在美从阿撤军撤侨即
将结束的关键时刻，美认为安理会应对
外发出明确、统一的声音，表明国际社
会期待塔利班确保外国公民安全撤离，
确保阿人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确保阿
领土不能成为恐怖袭击策源地，不能成
为恐怖主义避风港。

王毅表示，阿富汗国内形势已发生
根本性变化，各方有必要同塔利班进行
接触，积极引导。美国尤其需同国际社
会一道向阿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人
道援助，帮助阿新政权架构维持政府机
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遏制
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尽快走上和平重
建道路。事实再次证明，阿富汗战争并
未实现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的目标。
美北约仓促撤军很可能给各类踞阿恐
怖组织卷土重来提供可乘之机。美方
应在尊重阿主权独立前提下，拿出实际
行动，助阿制恐止暴，而不应搞双重标
准或选择性打恐。

王毅说，美方对阿当前乱局的成
因是清楚的。安理会如果要采取任何

行动，都应有助于缓和而不是激化矛
盾，有助于阿局势平稳过渡而不是重
陷动乱。

布林肯表示理解并尊重中方在涉
阿问题上的关切。

关于中美关系，王毅表示，近期中
美就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
通，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中
方将根据美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
方进行接触。如果美方也希中美关系
重回正轨，就不要再一味抹黑攻击中
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美方应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
和三条底线。

王毅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情报机构
近日炮制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
告。政治溯源是美前政府留下的政治
包袱，美方越早卸下这个包袱，越有助
于走出目前困境。中方再次敦促美方
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停止向
世卫组织施压，停止干扰破坏国际社会
团结抗疫和全球溯源科学合作。

布林肯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
问题指责任何国家。作为大国，美中都
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
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
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触。

王毅同美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