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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                    2018 年 4 月 30 日 

 

    我市举办第六届读书节暨“共享书香 接力阅读”大型图书

漂流活动。4 月 22 日，第六届连云港读书节开幕式暨“共享书香 

接力阅读”大型图书漂流活动在苍梧绿园举行，市领导项雪龙、

滕雯、王东升、于丽华、黄远征、匡中远出席。活动采用了市区

主会场与县区分会场直播互动的形式，主会场内设有朗读亭、签

名墙、少儿淘宝区等九大各具特色的阅读推广活动展区，40 个漂

流岛、十万册漂流图书、万余册新书供市民挑选。活动中，主办

方还向广大市民推荐了 27 本好书，举行了《红楼梦》特种邮票

首发，并向市民赠送万余份“全民阅读”纪念信封。 

                                          （市文广新局）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工作会议召开。4 月 23 日，我市召开

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工作会议，明确未来三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目标。会议要求，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聚焦“高质发展、后

发先至”主题主线，紧扣“内聚力量、外树形象”目标定位，把理论

管方向、抓根本和舆论管导向、聚力量有效结合起来，集中力量

组织“高质发展、后发先至”宣传战役，着力抓好“一制两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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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就是意识形态责任制，“两城”是指文明城市、历史文化名

城建设。力争推出一批有特色、接地气、有效力、可推广的宣传

品牌，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整体工作取得新突破、达到新

高度。                                         （办公室） 

    滕雯同志到灌南县调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展情况。4 月 27

日，市领导滕雯到灌南县调研先传思想文化工作进展情况，先后

查看了洲业国际汽车城、李集乡新民村、海西科技文化产业园、

光电产业园、硕项湖片区美丽乡村建设和棉织厂片区棚户区改造

等经济文化项目建设、发展情况，对灌南县社会经济和宣传思想

文化事业发展所取得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滕部长指出，灌南县

要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行动自信，找准宣

传的切入点，推动经济发展与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同步繁荣，不

断增强县域经济的软实力，为推进灌南经济社会“高质发展、后发

先至”提供坚强保障。            （办公室、灌南县委宣传部） 

   “阅读点亮人生 书香浸润东海”领读者全城阅读接力活动启

动。4 月 20日，东海县举办“阅读点亮人生 书香浸润东海”领

读者全城阅读接力活动暨启动仪式，迎接第 23 个“世界读书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滕雯点燃首支阅读火炬，县委书记朱国兵向

全国书香家庭樊振家庭赠予价值 5 万元图书。本次活动旨在汇聚

更多领读者的力量，全城联动开展全民阅读，引导更多市民体会

阅读乐趣，用书香涵养城市的文化气质，让阅读成为东海的文化

名片。                                 （东海县委宣传部） 

连云港城市形象宣传片亮相霍尔果斯口岸。4 月 26 日，连云

港城市形象宣传片以中、英、俄三种语言，在中哈两国领导人达

成的“元首”合作项目暨我国首个首个跨境边境合作区——中

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滚动播出，有效覆盖了合作中心内

4000余家中外商户、年进出合作中心 500 万人（次）中哈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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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播出的宣传片全长 2 分 19秒，选取连云港最具特色的自然

及历史人文景观，通过大景别、快节奏的组接，突出连云港贯彻

落实“高质发展、后发先至”的发展理念和建设“一带一路”交

汇点核心区先导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城市内涵，每天播出 8次，

并同步在霍尔果斯口岸综合保税区、出入境联检楼以及城市广场

等户外大屏开始为期一年的联动播出。 

（援疆工作组、对外交流处） 

    全市文化发展改革座谈会召开。4月 24 日，我市召开文化发

展改革会议座谈会，总结 2017年、部署 2018 年文化发展改革工

作。会议要求，全市文化发展改革工作要以“高质发展、后发先

至”为主题主线，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按照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着力

打造“文化+”融合发展平台，实施“文化园区建设、上市企业

培育、品牌活动打造”三大行动计划，完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

全面推进全市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各县区、功能板块、市属国有

文化企业进行交流发言。                         （文改办） 

     

    2018 “东海·全国少儿版画双年展”优秀作品全国巡展首

站在云南省文山州举行。4 月 22日，2018 “东海·全国少儿版

画双年展”优秀作品全国巡展首站在云南省文山州博物馆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技艺精湛的 80 幅优秀少儿

版画作品及 10幅东海本土画家作品参展。“东海·全国少儿版画

双年展”作为省艺术基金 2017年度资助项目，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少儿美术艺术委会和东海县政府共同主办，自 2009年以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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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了五届，共收到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送展的

少儿版画作品 18000 余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海县委宣传部） 

    东海县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东海县优秀美术作品

展”。4 月 29 日，东海县“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东海县优秀美

术作品展”在县文化馆展出。此次美术作品展共展出 50余幅作

品，展期为 10天，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粉、水彩各个画

种，大部分是近几年在全国美展及江苏各类美术展获奖和入选的

作品，这些作品是东海美术领域的经典力作，也是东海文艺宝库

的珍贵财富。                            （东海县委宣传部） 

    央视《美丽乡村快乐行》走进灌云。4月 21日，CCTV-7《美

丽乡村快乐行——走进灌云》五一特别节目在灌云县伊甸园景区

进行了现场录制。县委书记左军向全国观众介绍了灌云的美景、

美食。栏目组选择在这里录制特别节目，目的就是通过精彩的节

目编排，让亿万观众了解灌云，感受伊甸园的魅力所在。灌云县

30 名各级各类好人代表与万余名观众参与了节目录制、观看了精

彩演出。                               （灌云县委宣传部） 

    灌云“好记者”孙晓建荣登 4 月份“中国好人榜”。4 月 28

日，4月份“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天津举行，灌云县“好记

者”孙晓建荣登助人为乐“中国好人榜”。孙晓建是灌云县文化

广电体育局职工、县电视台记者。今年初，他与一名患白血病的

8 岁河北小女孩配型成功。今年 2 月，孙晓建在南京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江苏省第 629 例、连云港

市第 17例、灌云县第 5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灌云县委宣传部） 

    2018 连云港孝文化节在市开发区开幕。4 月 18 日，“孝廉

古镇 孝润港城”2018 连云港孝文化节开幕式在市开发区朝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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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举行。开幕式上，以孝文化为题材的文艺演出精彩缤纷。活动

现场还对开发区 2017年度获评“中国好人”的直背教师杨晓红，

以及开发区十佳“孝德家庭”进行了表彰。一直以来，市开发区

依托“东海孝妇传说”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引领，在充分发挥

孝文化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的同时，创新性地赋予孝文化新的

时代内涵，擦亮了“孝德园区”品牌。       （开发区党群部） 

    连云区召开深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卫生城市长效管理推

进会。4 月 25日，连云区召开深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卫生城市

长效管理推进会，深入传达贯彻全市深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

会精神，部署下一步创建工作。会议要求，创建工作要重点在提

升市民素质、优化城市环境、营造创建声势三个方面上下功夫。

会议对 2017 年创建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了集中表彰，

墟沟街道、连云街道等先后作了表态发言。同时，还制定下发了

《连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等方案

文件。                                 （连云区委宣传部） 

    连云区举行“书香连云·经典诵读”朗诵大赛决赛。4 月 21

日，“书香连云·经典诵读”朗诵大赛决赛在连云区文体中心文

化馆举行。经过前期初赛及复赛选拔，来自全区机关、学校、企

事业单位的职工、学生、阅读组织及朗诵爱好者，共 8个成人组

作品和 10个校园组作品进入决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连岛

街道张琰和海州湾小学傅钰分获成人组和校园组一等奖。      

                                      （连云区委宣传部） 

    市社联开展“高质发展当先锋 后发先至作表率”主题党日

活动。 4月 28日，市社联党组书记杨东升带领全体工作人员赴

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高质发展当先锋、后发先至作表率”主题

党日活动。活动中，市社联全体人员先后参观了市廉政教育基地

数字展厅和实体展厅，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仔细观看廉政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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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案例。内容震撼人心、触及灵魂、发人深省，给大家上了一堂

生动的廉政教育党课。                         （市社联） 

      

    灌南县繁荣乡土文化助推乡村振兴。一是用乡土气息提升古

村底色。按照色彩和谐、种类丰富、错落有致目标，推进村庄建

设“水人合一”，确保四季树常绿、花常开、水常清；重点挖掘

灌南水文化和平原农耕文化特色，打造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田

园村落特色文化景观，让乡村成为新财富积累的落脚点，成为村

民“诗意栖居”的理想家园。二是用乡贤文化触动精神灵魂。以

“热爱灌南奉献家乡”主题行动为引领，继续打造“乡贤+文

艺”活动，将新乡贤文化贯穿文艺活动始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弘扬新乡贤文化，汇聚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同时，

将各类乡贤打造成为乡村中德高望众者、公共事务决断者、纠纷

矛盾调解者、乡风民俗教化者，充分发挥乡贤在乡村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三是用乡愁情结滋润文化根脉。以乡愁文化为主线，围

绕“乡村记忆”打造文化轴，涵盖村史记忆、童趣展示、民俗展

示和生产展示相组合，筹建一批收集村民过去生产、生活史料的

村史馆。把村使馆打造成为传承县史文化的名片、承载乡恋乡愁

的阵地、带动区域发展的引擎、建设农村文化的高地。 

                                  （灌南县委宣传部） 

我市扎实开展“万名小记者共创文明城”系列主题活动。

一是开展“我是文明的传播者”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小记者们走

进社区、景区、企业，发放文明创建宣传材料，开展文明创建问

卷调查，让文明创建家喻户晓，让文明走进大街小巷。二是开展

“我是创建的小使者”系列公益实践活动。组织小记者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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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拾垃圾、清洁海岸、保护绿植等创建活动，共同创造整洁优美

的环境；走进敬老院、空巢老人家庭等，开展公益服务；走进公

交站点和路口，开展文明行车、文明行走宣传和文明交通劝导活

动。三是举办“我是美丽的记录者”绘画创作大赛活动。以“文

明唱响新时代”为主题，运用绘画的形式引导广大未成年人陶冶

情操，涵育文明，从小争做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

爱祖国的时代新人。四是举办“我是文明的小主播”微信系列直

播活动。将以苍梧晚报小记者微信公从号为载体，每周进行 1-2

期直播活动，直播文明创建、文明行为、城市风景、不文明现象

等，以此带动全市的未成年人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未成年人处） 

 

     

4 月 27 日，东海县 “乡土人才•百花齐放”非遗名师带高徒

拜师仪式在县文化馆举行。               （东海县委宣传部） 

4 月 27 日，灌南县举办 2018“光影春天 墨润海西”优秀书

法摄影作品展。                         （灌南县委宣传部） 

4 月 23 日，连云区机关“阳光书吧”正式启用。 

                                  （连云区委宣传部） 

4 月 13 日，灌云县杨集镇“艰辛照顾脑瘫养女十五载，演泽

父爱如山真涵”的中国好人陈浩田获“2017 感动中国·江苏年

度人物”称号。                          （灌云县委宣传部） 

 

 
                                                                     
抄报：省委宣传部办公室，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滕雯，本部各部长、文明办副主任、薛飞同志 
分发：各县区委宣传部,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本部各处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