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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住南京光华门的 72 岁老人
王英来说，“约会紫金山”成为她退休生
活的重要组成。每周一上午，她约上三
五好友，从后宰门城墙出发，沿着紫金山
麓绿道，步行至明孝陵。一路上，春的烂
漫，夏的绿荫，秋的斑斓，冬的清雅，尽收
眼底。

随着南京绿道建设日臻完善，越来
越多的南京人像王英一样，漫步绿道逐
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紫金山、玄武湖、
明城墙……由“最南京”的历史文化景点
串联而成的绿道，也成为南京人生态旅
游新干线。

建设绿色生活带

2013 年起，南京全面启动绿道建
设，编制了《南京市绿道规划暨三年行
动计划》，按照环山、顺水、沿城、连景的
绿道设计理念，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型、
郊野型、滨水型、山地型等不同类型的
绿道建设，加强绿道与滨水蓝道、文化
步道的串联整合，在市域中形成江南江
北相对独立、环带相接、串点连景的绿
道网络。

王英说，退休后喜欢结伴走走看
看。2013年紫金山绿道建成后，路更好
走了，步履也更矫健了，感觉自己越活越
精神。

南京环紫金山绿道总长29.9公里，
宛如一条玉带，缠绕在紫金山的腰间。
绿道沿线增加了许多景观树种，走在这
条绿道上，四季都有景可看。为了方便
市民健身漫步，绿道上还设置了4 座驿
站供市民休息。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规划建设处处长
朱海琦告诉记者：“环紫金山绿道四季都

有花可赏，眼下玉兰花开了，夏天有紫薇
花，秋天就是桂花，冬天就是腊梅。”

2017年，为进一步推进绿道建设，南
京再次印发《绿道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规划到“十三五”末，绿道总长度达1400
公里。在全面推进之下，截至 2018 年
底，南京完成绿道建设863公里，让市民
走出家门就可以享受绿色空间。

串起文化景点

在玄武湖绿道可以游十里长堤，远
眺三藏塔和鸡鸣寺，观赏南京的“山水
城林”；在明城墙沿线绿道则可以穿越
600年的时光，触摸历史的厚重；在滨
江风光带绿道，吹吹江风；在老山绿
道，于树林间穿梭而行，登山健身……
在南京任选一条绿道就可以开启惬意的
慢生活。

与其他城市的绿道建设相比，南京
绿道建设最大的特点是“因地制宜”。江

苏省城乡与景观数字技术工程中心主
任、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成玉宁认为：

“南京的绿道建设不是为绿道而绿道，而
是因地制宜，从构建生态体系出发，把南
京既有的公共开放空间，尤其是大家熟
悉的那些风景旅游资源整合在一起，绿
道也成了展现南京历史文化的一条重要
的纽带。”

走在明城墙绿道前湖路段，成玉宁
指着明城墙北界墙告诉记者，这段明城
墙非常有意义，墙内现在是海军学院，
以前大文人王安石的故居——半山园就
坐落在附近；墙外是前湖，史称燕雀
湖，明代时燕雀湖大部分被填塞，如今
湖泊面积不大，但很幽静。在南京绿道
沿线，类似的历史文化典故，俯拾
即是。

构建城市生态大系统

南京处于宁镇山脉的末端，丘陵

地貌变化较大，加之水网密布，要把
绿道建设与环境结合好，就要求尽量
少改变现有地表资源。南京绿道规划
建设中基本没有大开大挖，也没有大
填大埋。

在724所、民国邮局、地震台等风景
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利用群众爬
山踩出的小路和已经废弃不用的老旧道
路建设绿道，为市民游客提供安全舒适
的出行条件；在琵琶湖、前湖、环陵路等
人流众多的地段，为保障行人和骑车人
的安全，在人行步道、机动车道旁新建自
行车道，实现人车分流。

在紫金山绿道建设中，沿线的植物
配置沿袭自然山林的野趣，以恢复生态
植被为主要任务，构建多层次多结构多
功能的植物群落。在原有乔木与灌木较
为成熟的山林地带，相应布置不同类型
的地被植物，如鸢尾、小叶栀子、麦冬、葱
兰等，丰富林下空间。

2013 年南京市启动了滨江风光带
建设，全线规划建设了长约60公里的滨
江绿道，沿途设有55个驿站，串联24个
旅游景点，与9条公交线路、2个地铁站
点无缝对接。

大江侧景观带是岛上景观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南向北绵延12公里，占
地约210公顷，有着丰富的森林、湿地、
池塘和泥潭资源。中新生态科技岛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总景观师余晓琨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区域内部防洪堤坝的方案设
计在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的同时，以景观
手法减轻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堤采
用石笼与联锁块护坡等生态技术，水下
驳岸可供生物栖息，堤身可绿化，具有明
显的生态特征。

2019 年南京计划建设 299 公里绿
道。南京市市长蓝绍敏说，南京将继续
修编绿道建设规划，继续推进绿道建设，
串联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构建融合生态
环保、健身运动、休闲游憩等多种功能的
市域绿道网络体系。

江苏南京绿道建设日臻完善，漫步绿道逐渐成为市民的生活方式——

绿色纽带扮靓六朝古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3 月30 日，由中国农村杂志
社联合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百佳
范例”在北京揭晓，北京密云石城村等103个村庄榜上有名。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主任广德福在揭晓仪式上表示，建设
美丽中国，关键在乡村。各地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要坚持
规划引领、坚持依靠群众、坚持绿色发展，带动更多乡村一起
建设美丽家园，从一处美延伸成为处处美，从一时美变成长久
美，为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宣传推介活动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总结
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年多来全国美丽乡村建设方面的可喜
成果。此次揭晓推介的103个村庄，展示了美丽乡村建设发
展的新变化。

黄天，原名黄廷权，曾用名黄
庭材，1908年生，江苏崇明（今上
海市崇明区）人。1931年毕业于
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酷爱戏剧，
在校期间曾参加过中外名剧的排
演。1935年在杭州组建“三五剧
社”，排演了《雷雨》《湖上的悲剧》
等，曾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告别双
亲和妻子儿女，抛弃富裕的家庭
生活，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边区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执行委员、陕北公学剧团团
长、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化科长、“抗敌
剧社”副社长等职。

在陕公期间，由黄天执导，把苏联名剧《母亲》搬上了舞
台，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他率陕公剧团排演了一批地方色
彩浓郁、配合当时斗争形势的抗日剧目，深入到边区农村、工
矿企业、八路军驻地演出，深受观众喜爱。

1943年，黄天调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任社长。在艰苦
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利用战斗间隙或行军途中，与今歌等合
作，创作了十几个反映军民浴血抗战和人民群众在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下痛苦生活的歌剧、话剧、活报剧剧本，热情讴歌抗
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狠与
残暴，充满着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和对敌人强烈的恨。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冀东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把中国百
姓赶进铁路沿线的“人圈”里，“人圈”中的百姓全家只有一条
破棉被、一条裤子，而坚决不进“人圈”的只能躲入深山、山洞，
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所有这一切，令黄天痛恨万分，

“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被他真实地反映到1945年创作的大型
四幕歌剧《地狱与人间》中。这部剧是冀东人民群众抗日斗争
的一部史诗，也是黄天艺术创作的高峰。

1945年7月1日，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和黄天率“长
城剧社”和“尖兵剧社”在河北迁安联合演出《地狱与人间》，引
起巨大反响。在赴军区所在地玉田演出途中，于7月4日在
遵化杨家峪村遭遇日伪军包围。在组织指挥突围的战斗中，
黄天两次冲回村中，解救被包围的同志，最后弹尽，壮烈牺牲，
时年37岁。 文/新华社记者 吴振东

（据新华社电）

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余慧
琳、黎琳等，1921 年出生于四川
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
在成都读中学的张露萍，加入了
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
锋队”四川总队，积极投身抗日救
亡宣传活动。同年11月，在共产
党人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
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
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
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
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
支部书记。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引发了震惊国民党
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被关押在重
庆白公馆监狱。面对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等同志始终没有
屈服招供，敌人用尽酷刑，还是一无所获，后将他们7人转押
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
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7人押上刑车。在通向刑场的路上，
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悲壮激越的歌声表达了共
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刑场上，张露萍和战友们用
尽全身的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
岁！”党的好女儿张露萍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4岁。

文/新华社记者 余 里 叶含勇
（据新华社电）

从当学徒工到自学成才，从成为首
席技师到成立自己的工作室……40 多
年间，致力于轴承试验设备维护与设计
开发改造的经营亮已是“大师”级别。但
面对刚刚进入企业的新人，经营亮常说
的总是那句话：“干一行爱一行，只要有
梦想，小岗位也能出‘大工匠’！”

技工这个职业，在经营亮心中意义
非凡。他的父母是支援“三线建设”的第
一代技术工人。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
代，他们放弃在上海相对舒适的生活，为
西北发展作了不少贡献。在经营亮心
中，“成为一名技工特别伟大”。

17岁那年，经营亮进入湖北襄阳轴
承厂，跟着一名师傅学手艺，从最基础的
磨工起步。磨工看似简单、机械，但技术
含量较高，除了要求技术工人拥有较强
的计算能力、空间感和形体知觉，更要肯

学、肯做、肯钻研。
平常爱问为什么、喜欢琢磨的经营

亮，很快就有了第一个技术革新项目
——《用简型砂轮对圆锥滚子轴承大挡
边进行内圈锥面改造》，该方法可以准确
磨出球形的挡边。当时，国内还没有这
样的设备。紧接着，倾斜式内滚道主动
测量仪、清洗涂油生产线改造等多项技
术革新项目诞生，经营亮因此获得湖北
省“技能大师”的称号。

2009 年，经营亮作为“引进人才”，
来到上海人本集团技术中心试验技术
部，从事轴承试验机维修、新开发试验机
装配及调试工作。他发现，集团原先斥
巨资从国外买回的几台轴承试验机监控
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都存在不同程度老
化。硬件损坏还可以到市场上购买，软
件的更新、升级完全依靠国外供应商，集

团内部还没有能力自主解决。
为了破解难题，当时51岁的经营亮

鼓励刚参加工作的吴剑芸，一起学习软
件编程，力争实现轴承试验机监控系统
完全自主化。短短1年时间，2人就成功
开发出常规寿命试验机监控系统。该系
统可同时监测、记录和控制6台试验机运
行过程中的主轴转速、轴承温度、润滑油
温度、轴承振动和主电机电流等参数，让
人本集团成为行业内少数具备完全独立
开发各类轴承试验机能力的企业。

为了使轴承运行更可靠，经营亮还自
主研发了一大批试验机，不仅为人本集团
节约了数千万元购置成本，更使集团产品
开发验证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2012 年，经营亮获得上海市资助，
成立了“经营亮技能大师工作室”，将自
己多年创新的心得和经验，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身边的人，竭尽全力地帮助同事
搞创新。工作室获得的专利不胜枚举，
仅2015年，开发的试验机为企业创造经
济效益2000万元。

“对技术工人而言，最难的是不知道
如何将自己的想法变成创新成果。”工人
韦治国曾有过这样的困惑。多亏经营亮
伸出援手，不仅协助他把自己的想法付诸
行动，还与他反复讨论并修改其中的技术
要点。“手把手”的指导，让韦治国思路大
开，很快就实现了专利技术零的突破。如
今，他成长为试验技术部的主管。

经营亮说，每个时代、每个行业都不
缺乏能工巧匠，缺乏的是对产品精雕细
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对这种
精神的认同和传承。他希望告诉更多技
工，只要努力，技术工人也能迎来职业的

“春天”，实现自己的价值。

小岗位也能出“大工匠”
——记人本集团首席技师经营亮

本报记者 吴 凯 李治国

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揭晓

黄天：文艺先锋笔扫千军

张露萍：巾帼玫瑰永不凋零3月29日无人机拍摄的北京世园会园区建设现场。目前，北京世园会园
区建设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园区基本成形，公共区域主要建筑全面完工。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从日前举行的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
议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各级各类档案馆4210个，其中
综合档案馆3333个。

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在会上表示，为进一步加大档案
开放力度，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2019年国家档案局
将启动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建设，最终实现全国范围
内的一网查档。

李明华介绍，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建设的近期目
标，是搭建一个尽可能多地容纳各级综合档案馆的网络平台，
通过此平台把公众的查档需求直接分发到接入平台的各档案
馆，各档案馆工作人员在线受理、反馈利用者的查档需求。远
期目标是将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全部接入平台，扩大可查档
案范围，让利用者足不出户即可实现查档需求。

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
平 台 建 设 今 年 启 动

3月18日拍摄的南京江心洲绿道（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上接第一版）
“减税降费是一个系统工程。因

此，除了深化增值税改革外，《政府工
作报告》还明确了其他相关政策。通
过政策的协同效应，减轻企业负担，激
发市场活力，提振实体经济。由于企
业的负担不仅仅是税，还包括费，尤其
是中小企业，对于费用方面负担的反
映更为突出，降低社保费率有利于从
整体降低企业负担，轻装上阵促发
展。”李旭红表示。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国家税
务总局明确，各级税务机关务必要把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作为政治任务、硬
任务，尽心尽力尽责、抓紧抓实抓细，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

据悉，为落实好深化增值税改
革新政，税务总局近日专门推出 20
项服务举措，其中包括线上线下咨
询等 7 项措施保障政策宣传辅导全
覆盖，精简办税流程等 6 项措施提高
办税便捷性，组织开展纳税人需求
调查等 4 项措施聚焦提升政策的执
行力。

“目前，税务系统内部的前期各项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下一阶段的重点
是服务好纳税人，帮助纳税人尽快做
好享受政策的准备工作。”税务总局货
物和劳务税司司长王道树说。

减税放大招
企业得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