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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6 月 28 日，颐和社区党委组织开展
“穿军
装 编草鞋”迎七一系列活动。
徐培钦 摄
②6 月 24 日，朝东埭社区开展“村居联手组
区域格局， 双促双赢向党旗献礼” 庆祝建党 95
周年主题活动。
胡 敏 摄
③6 月 24 日，紫荆花社区联合辖区艺盏灯
少儿美术培训学校共同举办
“童心向党绘英模”
建党 95 周年主题纪念活动。
林珊珊 摄
④6 月 29 日， 北郭社区组织党员积极向盐
城灾区捐款。
袁佳佳 摄
⑤6 月 29 日， 山港桥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
开展活动， 纪念社区红旗飘飘志愿服务队成立
一周年。
季永健 摄
⑥6 月 23 日，姚港社区党委带领社区党员参
观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缅怀先烈。 刘美娟 摄
⑦6 月 24 日，校西村社区举办“践行两学一
做， 争当先锋表率” 庆祝建党 95 周年文艺晚
会。
张志陆 摄
⑧6 月 23 日， 濠东社区安全协理站和工会
在辖区单位开展 2016 年生产安全月消防演练
活动。
陈雪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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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一扫
崇川资讯早知道

陆志鹏调研崇川区基层党建工作
综 合

日前，市委书记陆志鹏来到
崇川区，就基层党建工作开展调
研。陆志鹏强调，要紧密结合
“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
的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推
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升，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市委副书记、 秘书长黄巍
东，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兆江
参加调研。 区领导吴旭、陈中锋、
顾军、江建春、田桦、杜松华陪同
调研。
当天， 陆志鹏一行来到和
平桥街道北濠桥东村社区，考

察富荣街坊、 北濠桥路公益一
条街， 了解社区党委开展工作
的情况，随后，陆志鹏主持召开
座谈会，听取崇川区委，通州、
崇川、港闸、南通开发区的相关
社区以及派出所、 社区警务室
和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同志汇
报。 会上，吴旭围绕抓好组织基
础、社会基础、物质基础、活力
基础、 队伍基础等五方面的工
作， 就崇川区基层党建工作进
行了全面汇报。
陆志鹏指出， 社区党的组
织建设非常重要， 对于发挥党

的基层组织的基础地位、 领导
核心作用和密切联系群众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要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牵头抓总作用，加
强对各种资源和力量的统筹组
织领导， 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和
力量，夯实基层基础。 要选拔优
秀人才，把基层班子配强；给足
用好经费， 不断满足群众多样
化的服务需求；完善考核机制，
增强服务群众的动力， 提升服
务群众的能力， 有效提高党组
织在群众中的威信。

6 月 26 日，学田街道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暨七·一表彰活动。
汤建军 摄

崇川美术馆开馆
暨
“
中国梦·狼山志·濠河情”文化艺术展开展
综 合

6 月 28 日， 崇川美术馆开
馆暨“中国梦·狼山志·濠河情”
文化艺术展在南通民博园崇川
美术馆举行。 十届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 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
莲为文化艺术展题写了序言，
并于 6 月 23 日亲切会见了文化
艺术展筹备组人员， 对文化艺
术展的举办表示祝贺， 希望家
乡的文化艺术发展得越来越
好。
近年来， 崇川区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
时关于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
阶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
落实全市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
台阶工作会议的要求， 创新思
路，狠抓招商项目建设，全力推
进狼山文化产业集聚区， 着力
建设山村绿野艺术家创作基
地， 以期成为推动南通文化艺
术和产业互动融合发展的增长
点，成为集生态人文景观、艺术
交流创作与市民文化休闲于一
体的文化名片。

作为狼山艺术家创作基地
重要组成部分， 崇川美术馆开
馆不仅标志着崇川区结束了没
有美术馆的历史， 更标志着崇
川区文化艺术发展步入了一个
崭新的高度。
此次在崇川美术馆举办的
“中国梦·狼山志·濠河情”文化
艺术展， 就集中展示了中央国
家机关、江苏省美协、南京艺术
学院以及南通等地部分艺术家
的书画、紫砂艺术作品 600 余幅
（件）。 展览得到了中国文联、中
国美术家协会、 江苏省美术家
协会、南京艺术学院、南通市文
联、书画院、美协、书协等单位
部门的鼎力支持。 众多领导和
艺术家热情参与、精心创作，以
独特的审美视角、 鲜明的艺术
个性和丰富的艺术语言表现当
代中国的人文风貌， 彰显了开
放的文化视野和超凡的艺术修
为。
每一件作品都是一种享
受，每一件作品呈现一种境界。

无论是真草篆隶， 还是山水花
鸟；无论是挥毫写意，还是工笔
细描， 都尽显艺术家们深厚的
艺术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品
位。 作品中的一笔一刻、一草一
木、一山一石、一形一姿，承载
着艺术家们对真善美的讴歌；
浸润着艺术家们对祖国、 对家
乡的深情； 寄托着艺术家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悉，文化艺术展结束后，
崇川美术馆还将定期开展主题
展览以及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广辟渠道吸引辖区乃至南通周
边地区文化企业、 文人雅士来
此举办文化艺术品展览， 笔会
交流等活动，做到“主题展览月
月新，重大展览季季有，访客数
量年年增”, 彰显艺术家创作基
地的艺术性、开放性、公益性，
真正体现文化为民、文化惠民、
文化乐民。

[精彩图片详见二版]

崇川区召开“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专题讨论会
汤玉婷

6 月 24 日，崇川区召开“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第一次专题
讨论会，主要围绕“坚定信仰信
念，保持党员本色”进行学习研
讨。
区委书记吴旭在会上强
调， 要把开展专题讨论作为深
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
重要措施，紧密联系个人思想、
工作和生活实际， 深入开展讨
论，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市区委的部署要求上
来，从严打造一支对党忠诚、个
人干净、敢于担当的党员队伍。
会议由区委书记吴旭主持。 区
委副书记陈中锋领学了毛泽东
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区
委常委顾军、江建春、赵玉峰等
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交流发
言。
吴旭指出， 开展“两学一
做” 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
教育的重要实践。 要坚定信仰
信念，保持党员本色，每名党员
必须具有“两种意识和两种精
神”，即信仰意识、宗旨意识和
担当精神、法治精神。 一是要坚
定信仰意识，体现政治本色，把
牢政治方向，强化党性修养，增
强必胜信念。 二是要坚定宗旨
意识，体现为民情怀，树牢群众
观念，融入群众生活，实现群众

利益。 三是要强化担当精神，体
现先锋作为，为发展担当，为改
革担当，为稳定担当。 四是要强
化法治精神，体现底线思维，严
守党章党纪，坚持依法用权，建
设法治文化。
吴旭指出，下一阶段，要继
续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把集中
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真正
把党章意识、 规矩意识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永葆共产党员政
治本色。 具体要做到三点：一是
学习党章党规领会本色， 进一
步学习党章党规，扎实深入、条
分缕析、逐字逐句、原原本本地
学，提升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
二是锤炼党性修养砥砺本色，
把加强党性锤炼作为一项基本
功，带头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
的历史使命， 牢固树立共产党
人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
正一正党性修养、 理一理党员
义务、紧一紧党纪国法，不断砥
砺党性品格。 三是践行“四讲四
有”要求彰显本色，把全面践行
“四讲四有”要求，与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区委重大战略部署
结合起来， 与本职工作结合起
来， 以全局的高度、 良好的作
风、担当的精神，谋发展、抓改
革、促和谐、惠民生，建设“强富
美高”新崇川。

吴旭到虹桥街道邻里党支部讲党课
李 斌

6 月 25 日， 区委书记吴旭
作为党课教员，以“
践行‘
四讲四
有’，争做合格党员”为主题，为
虹桥街道新东社区善喜邻里党
支部的党员同志讲党课。区各委
办局、各群团组织主要负责同志
参与了学习。
吴旭以从合格党员标准的
变迁史出发，深入论述如何做一
名合格党员。
吴旭指出， 党员要讲政治、

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
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并
鼓励党员， 特别是基层邻里党
员，要坚守信仰、坚定信念，立足
自身，加强修养，争做合格党员。
此外，吴旭还以红军长征等革命
史实为依据，以刘胡兰、王进喜
等鲜活案例做辅证，结合当下党
员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理想缺失
问题，深入浅出地向党员表达理
想信念的重要性。

区科协邀请西北工业大学
余隋怀作学术报告
综 合

6 月 27 日，区科协、市工业
设计协会联合邀请中国工业设
计协会副会长，国家工业设计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
会主任，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余隋怀来崇川区作“设
计思维与科技创新”学术报告。
余教授先后承担国家
“
十五”
“
十一五”
“
十二五”重点科技攻关
项目和
“
863”项目十余项，完成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科学基金、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工业设计
及相关领域课题 10 余项。
余教授从新形势下的机遇、
产品创新设计及其市场导向、产
品创新设计案例等方面作了精
彩的报告，余教授的报告高屋建
瓴、深入浅出，融知识性、趣味
性、启发性为一体，对推进我区
经济社会发展及企业的创新机
制构建、创新产品的研发具有很
强的指导意义。

崇川美术馆——
—家门口的艺术殿堂
“中国梦·狼山志·濠河情”书画艺术展，生动体现了江海文化厚重的区域特征和浓厚的传统特色，展现了当下美术创作的新
进展、新成就、新特点和新水平。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狼山艺术家创作基地，为艺术的创作、交流提供了条件，为艺术品的收藏、
交易提供了平台，将会大力促进南通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实现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的目标。
希望借此书画展的成功举办，进一步聚人气、接地气、扬正气，不断挖掘和拓展南通文化资源，推动南通特色文化的培育和
成长，促其成为传承江海文化传统，展示文化发展成果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促进南通江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摘自
6 月 8 日，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为
“中国梦·狼山志·濠河情”书画艺术展题写的序言
——
文化艺术研讨会现场
戴顺智 秋水牧归图

崔承顺 鸿业

周京新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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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冬 中国园林系列

6 月 28 日上午，“中国梦·狼
山志·濠河情”文化艺术展，在位
于民博园西区、 剑山南侧的崇川
美术馆拉开帷幕。 600 多件书画、
紫砂艺术作品让冒雨前来欣赏的
艺术同行及广大市民大饱眼福。
此次展览得到了中国文联、
中国美术家协会、 江苏省美术家
协会、南京艺术学院、南通市文联
及书画院、美协、书协等单位部门
的鼎力支持， 众多领导和艺术家
热情参与、精心创作，以独特的审
美视角、 鲜明的艺术个性和丰富
的艺术语言表现当代中国的人文

风貌， 彰显了开放的文化视野和
超凡的艺术修为。
下午召开的“中国梦·狼山
志·濠河情” 文化艺术展研讨会
上，嘉宾们围绕“提升崇川文化艺
术事业， 使崇川文化艺术事业更
具特色化”这一主题畅所欲言。
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
长、金陵美术馆馆长范扬先生说，
文化软实力是“皇冠上的明珠”。
崇川美术馆的建成开馆， 无疑将
提升崇川乃至南通的文化软实
力，促进艺术事业的发展。
中央党校兼职教授刘建民

说，本次展览作品数量之多、艺术
水准之高， 充分体现了崇川区文
化凝聚力和影响力， 是实实在在
的惠民艺术盛宴。
崇川美术馆将秉持“艺术性、
开放性、公益性”原则，定期开展
主题性展览、 交流以及培训等文
化艺术活动，真正体现文化为民、
文化惠民、文化乐民。
据崇川美术馆馆长余智介
绍， 今后崇川美术馆将参照南通
博物苑的开放模式， 星期二至星
期日每天早上 9 点到晚上 5 点对
外开放，星期一闭馆休整。

观众参观艺术展
张晏 林散之论书诗

沈启鹏 达摩面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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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6 月 28 日，颐和社区党委组织开展
“穿军
装 编草鞋”迎七一系列活动。
徐培钦 摄
②6 月 24 日，朝东埭社区开展“村居联手组
区域格局， 双促双赢向党旗献礼” 庆祝建党 95
周年主题活动。
胡 敏 摄
③6 月 24 日，紫荆花社区联合辖区艺盏灯
少儿美术培训学校共同举办
“童心向党绘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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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灾区捐款。
袁佳佳 摄
⑤6 月 29 日， 山港桥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
开展活动， 纪念社区红旗飘飘志愿服务队成立
一周年。
季永健 摄
⑥6 月 23 日，姚港社区党委带领社区党员参
观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缅怀先烈。 刘美娟 摄
⑦6 月 24 日，校西村社区举办“践行两学一
做， 争当先锋表率” 庆祝建党 95 周年文艺晚
会。
张志陆 摄
⑧6 月 23 日， 濠东社区安全协理站和工会
在辖区单位开展 2016 年生产安全月消防演练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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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鹏调研崇川区基层党建工作
综 合

日前，市委书记陆志鹏来到
崇川区，就基层党建工作开展调
研。陆志鹏强调，要紧密结合
“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
的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推
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升，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市委副书记、 秘书长黄巍
东，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兆江
参加调研。 区领导吴旭、陈中锋、
顾军、江建春、田桦、杜松华陪同
调研。
当天， 陆志鹏一行来到和
平桥街道北濠桥东村社区，考

察富荣街坊、 北濠桥路公益一
条街， 了解社区党委开展工作
的情况，随后，陆志鹏主持召开
座谈会，听取崇川区委，通州、
崇川、港闸、南通开发区的相关
社区以及派出所、 社区警务室
和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同志汇
报。 会上，吴旭围绕抓好组织基
础、社会基础、物质基础、活力
基础、 队伍基础等五方面的工
作， 就崇川区基层党建工作进
行了全面汇报。
陆志鹏指出， 社区党的组
织建设非常重要， 对于发挥党

的基层组织的基础地位、 领导
核心作用和密切联系群众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要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牵头抓总作用，加
强对各种资源和力量的统筹组
织领导， 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和
力量，夯实基层基础。 要选拔优
秀人才，把基层班子配强；给足
用好经费， 不断满足群众多样
化的服务需求；完善考核机制，
增强服务群众的动力， 提升服
务群众的能力， 有效提高党组
织在群众中的威信。

6 月 26 日，学田街道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暨七·一表彰活动。
汤建军 摄

崇川美术馆开馆
暨
“
中国梦·狼山志·濠河情”文化艺术展开展
综 合

6 月 28 日， 崇川美术馆开
馆暨“中国梦·狼山志·濠河情”
文化艺术展在南通民博园崇川
美术馆举行。 十届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 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
莲为文化艺术展题写了序言，
并于 6 月 23 日亲切会见了文化
艺术展筹备组人员， 对文化艺
术展的举办表示祝贺， 希望家
乡的文化艺术发展得越来越
好。
近年来， 崇川区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
时关于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
阶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
落实全市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
台阶工作会议的要求， 创新思
路，狠抓招商项目建设，全力推
进狼山文化产业集聚区， 着力
建设山村绿野艺术家创作基
地， 以期成为推动南通文化艺
术和产业互动融合发展的增长
点，成为集生态人文景观、艺术
交流创作与市民文化休闲于一
体的文化名片。

作为狼山艺术家创作基地
重要组成部分， 崇川美术馆开
馆不仅标志着崇川区结束了没
有美术馆的历史， 更标志着崇
川区文化艺术发展步入了一个
崭新的高度。
此次在崇川美术馆举办的
“中国梦·狼山志·濠河情”文化
艺术展， 就集中展示了中央国
家机关、江苏省美协、南京艺术
学院以及南通等地部分艺术家
的书画、紫砂艺术作品 600 余幅
（件）。 展览得到了中国文联、中
国美术家协会、 江苏省美术家
协会、南京艺术学院、南通市文
联、书画院、美协、书协等单位
部门的鼎力支持。 众多领导和
艺术家热情参与、精心创作，以
独特的审美视角、 鲜明的艺术
个性和丰富的艺术语言表现当
代中国的人文风貌， 彰显了开
放的文化视野和超凡的艺术修
为。
每一件作品都是一种享
受，每一件作品呈现一种境界。

无论是真草篆隶， 还是山水花
鸟；无论是挥毫写意，还是工笔
细描， 都尽显艺术家们深厚的
艺术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品
位。 作品中的一笔一刻、一草一
木、一山一石、一形一姿，承载
着艺术家们对真善美的讴歌；
浸润着艺术家们对祖国、 对家
乡的深情； 寄托着艺术家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悉，文化艺术展结束后，
崇川美术馆还将定期开展主题
展览以及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广辟渠道吸引辖区乃至南通周
边地区文化企业、 文人雅士来
此举办文化艺术品展览， 笔会
交流等活动，做到“主题展览月
月新，重大展览季季有，访客数
量年年增”, 彰显艺术家创作基
地的艺术性、开放性、公益性，
真正体现文化为民、文化惠民、
文化乐民。

[精彩图片详见二版]

崇川区召开“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专题讨论会
汤玉婷

6 月 24 日，崇川区召开“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第一次专题
讨论会，主要围绕“坚定信仰信
念，保持党员本色”进行学习研
讨。
区委书记吴旭在会上强
调， 要把开展专题讨论作为深
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
重要措施，紧密联系个人思想、
工作和生活实际， 深入开展讨
论，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市区委的部署要求上
来，从严打造一支对党忠诚、个
人干净、敢于担当的党员队伍。
会议由区委书记吴旭主持。 区
委副书记陈中锋领学了毛泽东
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区
委常委顾军、江建春、赵玉峰等
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交流发
言。
吴旭指出， 开展“两学一
做” 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
教育的重要实践。 要坚定信仰
信念，保持党员本色，每名党员
必须具有“两种意识和两种精
神”，即信仰意识、宗旨意识和
担当精神、法治精神。 一是要坚
定信仰意识，体现政治本色，把
牢政治方向，强化党性修养，增
强必胜信念。 二是要坚定宗旨
意识，体现为民情怀，树牢群众
观念，融入群众生活，实现群众

利益。 三是要强化担当精神，体
现先锋作为，为发展担当，为改
革担当，为稳定担当。 四是要强
化法治精神，体现底线思维，严
守党章党纪，坚持依法用权，建
设法治文化。
吴旭指出，下一阶段，要继
续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把集中
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真正
把党章意识、 规矩意识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永葆共产党员政
治本色。 具体要做到三点：一是
学习党章党规领会本色， 进一
步学习党章党规，扎实深入、条
分缕析、逐字逐句、原原本本地
学，提升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
二是锤炼党性修养砥砺本色，
把加强党性锤炼作为一项基本
功，带头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
的历史使命， 牢固树立共产党
人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
正一正党性修养、 理一理党员
义务、紧一紧党纪国法，不断砥
砺党性品格。 三是践行“四讲四
有”要求彰显本色，把全面践行
“四讲四有”要求，与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区委重大战略部署
结合起来， 与本职工作结合起
来， 以全局的高度、 良好的作
风、担当的精神，谋发展、抓改
革、促和谐、惠民生，建设“强富
美高”新崇川。

吴旭到虹桥街道邻里党支部讲党课
李 斌

6 月 25 日， 区委书记吴旭
作为党课教员，以“
践行‘
四讲四
有’，争做合格党员”为主题，为
虹桥街道新东社区善喜邻里党
支部的党员同志讲党课。区各委
办局、各群团组织主要负责同志
参与了学习。
吴旭以从合格党员标准的
变迁史出发，深入论述如何做一
名合格党员。
吴旭指出， 党员要讲政治、

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
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并
鼓励党员， 特别是基层邻里党
员，要坚守信仰、坚定信念，立足
自身，加强修养，争做合格党员。
此外，吴旭还以红军长征等革命
史实为依据，以刘胡兰、王进喜
等鲜活案例做辅证，结合当下党
员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理想缺失
问题，深入浅出地向党员表达理
想信念的重要性。

区科协邀请西北工业大学
余隋怀作学术报告
综 合

6 月 27 日，区科协、市工业
设计协会联合邀请中国工业设
计协会副会长，国家工业设计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
会主任，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余隋怀来崇川区作“设
计思维与科技创新”学术报告。
余教授先后承担国家
“
十五”
“
十一五”
“
十二五”重点科技攻关
项目和
“
863”项目十余项，完成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科学基金、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工业设计
及相关领域课题 10 余项。
余教授从新形势下的机遇、
产品创新设计及其市场导向、产
品创新设计案例等方面作了精
彩的报告，余教授的报告高屋建
瓴、深入浅出，融知识性、趣味
性、启发性为一体，对推进我区
经济社会发展及企业的创新机
制构建、创新产品的研发具有很
强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