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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上午，“壮阔雄奇——刘
海粟十上黄山艺术文献展”在我市中国
徽州文化博物馆开展。开展仪式后，围
绕刘海粟的艺术成就和十上黄山的创
作精神，来自上海、南京、常州等地的专
家学者举行了“艺术精神与人文中国：
刘海粟十上黄山专题座谈会”，传承和
弘扬大师的艺术创作精神，探讨当今中
国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自 1918 年至 1988 年，历经时代变
迁，刘海粟与黄山的十次相会，是艺术
创作的精进之路，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
艺术活动，体现出一种不断攀登、不断

超越自我的艺术精神。
“海粟先生‘十上黄山’，走的是一

条‘师法自然’的中西融合之路，极大丰
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手法，开创了中
国山水画的全新境界。今天我们在黄
山聚会，就是要将大师的艺术创作精神
化为中国文化艺术复兴的精神动力和
智力支持，具有‘共享未来’的重要意
义。”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告诉记
者。

“刘海粟先生十上黄山，体现的是
一种‘勇攀艺术高峰’的壮志，更是一种

‘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豪情。”刘海粟美
术馆特聘研究员梁晓波说，“先生的艺
术观，他的壮志豪情与文化自信，对于
我国艺术发展方向至今仍具有重要导
向作用。”

艺术乡建作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
的一种实践模式，现在已有不少案例值
得业界探讨。作为“中国山水画的摇
篮”的黄山，以独特的风景和人文传统，
哺育了各个时代的艺术家。如何在当
代中国相对同质化的城市化进程图景
下，走出黄山自己的艺术乡建之路，引
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艺术乡建是对乡村文化的汲取、
提升、引领和超越，是一种文化建树。
艺术乡建离不开艺术创造，艺术创造
离不开情感的注入。”西递村艺术馆名
誉馆长、深圳大学美术系教授应天齐

说，“刘海粟先生十上黄山，注入了他
对黄山深深的情谊，如果没有这份对
黄山的深情厚爱，也完成不了十上黄
山的壮举，这份艺术情怀即是艺术乡建
之魂。”

“老一辈人类学家和艺术家们长期
的乡村建设探索给我们带来了启示：不
能简单地将知识分子看成是艺术乡建
的唯一主体，要积极主动地去挖掘和发
现本地民众的文化主体性及本土的文
化特色，围绕他们的现实需求，建设符
合他们情感表达与生活所需的新型乡
村样态。这样的新农村才会产生出其
自身的生命力，而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一
种艺术表现形式。”上海大学教授耿敬
说。

·叶有辉·

承艺术精神之魂 筑文化振兴之梦
——刘海粟十上黄山艺术文献展侧记

本报讯 “下面即将颁发的是
2018 年度最佳建设奖，即当年建设
当年投产。有请黄山兆能实业有限
公司、安徽盛美格新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钛可磨工业介质有限公司上台
领奖……”近日，黄山太平经济开发
区拿出 46 万元“真金白银”，奖励 34
家企业、44 名个人，连续 7 年“重奖”
入园企业。据统计，自 2013年以来，
该园区坚持每年拿出 30 余万元，用
于奖励当年在生产经营、技改投入、
纳税等方面做得好的企业和先进个
人。截至目前，奖励金额已累计达到
240 余万元，营造了浓厚的比学赶超
发展氛围。

“一个只有 20多亩地的厂子，年
产值能够达到 7000万元，纳税 200多
万元，无论是亩均税收还是亩均产
值，都达到了一个高度。细究背后发
展的诀窍是什么？在于一直坚持技
术创新，勇于开拓，提升自我。”为“新
晋状元”黄山鼎瑞新实业有限公司颁
奖时，该开发区负责人介绍道。

近年来，该开发区多措并举，不
断夯实硬件，细化软件，逐步助推民
营经济走上发展快车道。工业经济
持续壮大，实现了从量到质的变化。
2018 年，新材料产业园和经七路、浦

园大道黑化等一批基础设施先后完
工。绿色食品、新材料、装备制造三
大主导产业初具规模，玻璃幕墙、汽
车配件等 18 个项目开工建设，立顿
茶叶一期、兆能实业等 11 个项目建
成投产，金瑞泰、亿利工贸等企业质
量和效益稳步提升，华绿园、亿利宏
业等企业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开发
区也成功晋级省级开发区。全年新
签工业项目 19 个，到位资金 8.59 亿
元、增长 19.5%；新增规上企业 3家，实
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31.3 亿元、增长
6.18%。企业创税再创新高，实现工业
税收 1.63亿元，同比增长 41%，21户企
业税收超过 100万元，2户企业税收更
是突破千万元；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
强，全年实施技改、扩规项目 9个，完成
技改投资 1.7亿元，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户，成功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12项，发
明专利 5项。开发区企业已成为黄山
区工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主力军。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
并且有幸上台领奖，这既是一份荣
耀也是一种鞭策，激励着我们要撸
起袖子加油干。今年，努力实现销
售额 1.5 亿元，企业达到一个新的发
展高度。”兆能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道。 ·杨帆 胡晓发·

“之前，感觉自己没文化、没技术、
没资金，又残疾，典型的‘三无一有’，
哪敢想什么发展。”歙县绍濂乡古祝村
13 组的贫困户吴中山感慨万分，常常
跟人说起自己这几年的变化，“现在，
我种了十几亩覆盆子和猕猴桃，每年
收入有三四万元。”

看看现在，想想以前，吴中山越干
越带劲，越干越有滋味。他自编了一
首顺口溜：“扶贫政策好，自己要勤劳；要
是坐等靠，什么都拉倒。”今年，他又租下
了村里的 40亩扶贫产业基地，发展油
茶，并在油茶中间套种中草药白芨。

2015 年，家住海拔 800 米高山的
贫困户吴中山，在帮扶人的引导和鼓励
下，通过金融扶贫小额信贷，依托周围
荒山资源，种植覆盆子和猕猴桃，短短
两年，他家的年收入就达到 2万余元，

顺利地脱了贫。满满的获得感给了他
很大激励，“生活就是生产加干活，不干
活日子就一点没意思。”此后，他不仅扩
大了种植面积，还热心向其他贫困户介
绍经验，传授种植技术，一跃成为当地
小有名气的种植能手。在脱贫过程中，
他的自信心得到巩固，他说最幸福的事
就是大家不仅对他的印象改变了，还把
他作为脱贫典型、技术能手。

像吴中山这样的脱贫户，绍濂乡
还有不少。这几年，绍濂乡以扶贫扶
志为抓手，邀请农技专家开展菊花、黄
蜀葵、香榧、梅干菜等农业实用技术培
训，提高贫困户造血能力。动员贫困
户参加“创城创卫”公益活动，持续开
展农村环境“三大革命”，改善人居环
境，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成就感和
幸福感，以获得感来增加贫困人口的
社会认同感，让成就感来强化贫困户
的自信自尊，从而振奋贫困群众的精
神面貌，有效激发内生动力，大大提升
群众幸福指数。 ·徐建飞·

绍濂乡

获得感激发脱贫动力
“既照看了小孩做了家务，每天还

能挣几十块钱，村里的‘扶贫车间’对
我们在家带孩子的妇女来说真是太好
了。”谈起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在黄
山市宏毅科技有限公司上班的黄山区
新华乡曹村村民姚梦香很是高兴。

家门口建“扶贫车间”，挣钱顾家
两不误。“自从这家文具企业在村里闲
置的小学建立生产车间后，不用出村
就能上班，还能照顾母亲和有腿疾的
丈夫。”在曹村就业扶贫车间内，60多
岁的贫困户吴荣球一边娴熟地组装圆
规，一边告诉笔者。

吴同书是曹村一位建档立卡贫困
户，是先天性聋哑人，仅靠低保和种点
雷笋维持生活。去年 8月，经过厂方简
单培训，他到扶贫车间上班。如今他已
是文具组装岗位上的一名熟练工，每月
有 500多元的务工收入，日子有了起色。

“今年脱贫没问题！”吴同书开心地用手
比划，“我家离车间很近，在家门口务
工，太方便了。”

该车间负责人查建设介绍，2018
年，企业听说新华乡建设就业扶贫驿站，
就把一个车间搬到了曹村，吸引当地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其他村民就地上班。
目前企业在曹村提供了 20多个就业岗
位，有效地促进了贫困户增收。

“我以前喜欢打麻将，输了钱，回
家后老伴就和我吵架。现在我不打麻
将了，天天在车间务工，挣些钱补贴家
用，再存些钱养老。”年近 60岁的村民
刘大爷说出自己的心声。

“乡党委政府将积极引导和鼓励
贫困户到扶贫车间就业，入驻公司也
将不定期举办技能培训，努力让有劳
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村民都能到车间就业，真正实现就
业脱贫。”该乡主要负责人说，“现在村
里建设美丽乡村、搞乡村旅游，家家户
户忙着务工挣钱。村民有事做了，生
活更充实了，日子有了奔头，乡风也越
来越好了。”

·汪德平·

新华乡

扶贫车间开到家门口
脱贫攻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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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

“真金白银”激励企业比学赶超

抓技改 提产能

3 月 25 日下午，在黄山高新区屯溪
高压阀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
调试新上技改项目阀盖柔性制造系统生
产线。去年来，该公司投入 1500 万元用
于技改和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升级，预计
今年一季度可完成产值 6500 万元，同比
增长 30%。 王亮礼/摄

3 月 26 日下午，在中心城区屯溪老街，一场由屯溪区委宣传部主办的《我和我的祖
国》快闪活动温暖上演，来自该区城管执法局的队员和现场众多市民、游客参加演唱，大
家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用歌声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樊成柱/摄

近日，邮储银行黄山市分行为
黄山区污水处理厂发放贷款600万
元，标志全省首笔“排污贷”落地，该

笔贷款将用于企业污水处理设备升
级改造。

据悉，“排污贷”是邮储银行推
出的民生类小企业金融产品，企业
仅以污水处理收益权作为质押，根
据企业资质及经营规模，便可申请
用于正常生产经营或新建项目的担
保贷款，贷款手续简便，利率低，无
需另外提供其他抵押物。·谢亮·

邮储银行黄山市分行发放全省首笔“排污贷”

3 月 26 日上午，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在徽州区潜口镇蜀源村检测
油菜生长情况，包括花束厚度、有效分枝等。据悉，此次检测涉及市财政
支 持 的 重 点 区 域 油 菜 示 范 片 共 20 个 点 ，农 技 人 员 分 两 组 奔 赴 各 区
县。 黎小强/摄

《我和我的祖国》唱响屯溪老街

十上黄山，文人风骨绘壮阔

艺术乡建，根植乡土创未来

（上接第一版）问题导向、瞄准靶向，
切实增强基层武装机构规范化建设
的紧迫意识，采取有力措施，把争创
规范化建设达标活动作为一项硬性
指标来抓；立高标准、精准施策，有
效把握基层武装机构规范化建设的
关键所在，按照“一线指挥部”“一线
主阵地”“一线战斗队”要求抓建；军
地联动、狠抓落实，确保基层武装机
构规范化建设任务务期必成。力争
今 年 年 底 全 市 105 个 乡 镇 、街 道 ，
60%以上的单位实现达标，到 2021
年底完成 100%达标验收任务。

李高峰指出，要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
命感，扎实推动基层武装机构规范
化建设全面展开；坚持标准，注重质
效，对标对表抓规范，把工作做细做
实，切实把工作抓到点子上，抓到要
害处，全面提升“三级”武装机构规

范化建设质量效益；积极筹措，保障
有力，要把基层武装机构规范化建
设所需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并
足额保证列支到位，帮助解决工作
中的困难和问题；强化领导，明确责
任，要认真筹划安排、加快进度，确
保如期圆满完成建设任务。

观摩会上，屯溪区人武部、阳湖
镇负责人就基层武装机构规范化建
设作经验介绍，其他县（区）针对下
步贯彻落实基层武装机构规范化建
设分别发言。

与会人员还观看了屯溪区人武
部规范化建设汇报片和互联网+民
兵管理信息系统演示，现场观摩屯
溪区人武部、阳湖镇人武部、阳湖镇
兖溪村民兵营规范化建设情况。

屯溪区委主要领导，各县（区）
联系部队领导和人武部主官，乡镇

（街道）专武部长参加。

我市举行“三级”武装机构
规范化建设试点观摩会

媒体联盟唱响黄山“融杭”好声音

（上接第一版）“黄山和早期的杭州比
较像，同是以旅游为主的城市。”《杭
州》杂志社副总编俞春江建议，要抓
住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突破传统经
济的桎梏，特别是和新经济的融合发
展，要跳出黄山看黄山市的发展，利
用好互联网、大数据对产业发展的赋
能，突破对黄山旅游的依赖。

去年以来，黄山市应时而动，在
推动规划无缝对接、交通互联互通、
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共保互利、服务
共建共享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融入杭州都市圈，是黄山城市
发展战略，更是后来居上的气魄和决
心。站在新的时代起点，相信曾经称
雄明清 300 年的徽商会因时因势崛
起，相信黄山在全方位开放中集聚发
展新动能，实现区域城市的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在坚持不懈的追梦逐梦
中，让古徽州文化散发出更加迷人的
光芒。”富阳日报社副总编辑徐时松
充满信心地说。

共同发展 媒体先行
当前，市委市政府正在号召全市

上下开展“‘融杭’我们怎么看、怎么
干”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市委宣传
部积极策划，主动作为，邀请黄杭及
合福高铁沿线媒体齐聚黄山，共同成
立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媒体联盟，彰
显了“融杭”的气魄和决心力量。

“打造杭州都市圈，媒体应该先
行。实现杭州都市圈的共同发展，媒
体应该有‘媒体力量’。”余杭日报社
副总编辑贾国勇表示。

“互通”“互助”“共享”“共赢”，成

为联盟会议热词，体现了党媒顺应国
家发展战略的主动担当和作为。

——“我们希望能够在联盟里实
现资源共享、版面互换、互推新闻资
讯等功能。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以
黄山市全面融入杭州都市圈、积极参
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契机，在更大
范围内实现跨区域创新发展与共赢
共享。”平潭时报副社长张金飞表示。

——“希望以黄杭及合福高铁沿
线媒体联盟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媒体间的合作交流，推动联盟内在新
闻宣传、全域旅游、文化交流、商贸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更加紧密合
作，实现互通、互补、互惠、互助，共同
开创美好的未来。”左宗伟表示。

——“诸暨和黄山都是杭州都市
圈的成员，诸暨将全力实施“与杭同
城”三年行动计划，推动规划沟通、设
施联通、要素畅通、产业互通、民生相
通。相信将来诸暨和黄山在经济、旅
游、文化等方面会有更多的合作。”诸
暨日报副总经理吴作浩表示。

联盟成立以来，包括杭州日报、
合肥日报、嘉兴日报等多家媒体，通
过报纸及两微一端刊发黄山相关稿
件数十篇。同时黄山日报及两微一
端迅速发出媒体联盟声音……作为
区域协调发展的先行军，媒体联盟迈
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我们相信，通过联盟成员单位
之间的交流合作，建立起‘资源共享、
联动合作、互惠共赢’的区域合作机
制，媒体联盟将发展成为更具影响力
的共同体。”贺巍表示。 ·孙冯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