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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文亮） 11月 19
日上午，皓元医药马鞍山产业化基
地竣工投产仪式在慈湖高新区举
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麻生明，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化锋，上海皓元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保富等
出席。

黄化锋在致辞中对皓元医药马
鞍山产业化基地竣工投产表示热烈
祝贺。他说，当前我市以实施制造
业三年倍增行动计划为抓手，加快
打造“1+3+N”产业集群升级版，迫
切需要不断壮大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皓元医药技术实力雄厚，发展
势头强劲，马鞍山产业化基地的竣

工投产，对于皓元医药进一步巩固
拓展在化药合成界领先优势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也必将为我市生物医
药产业补链固链强链提供强有力支
撑。希望合作双方以此次竣工投产
为契机，携手打造生物医药领域创
新平台。慈湖高新区和市直有关部
门要拿出“将心比心”的态度、“马上
就办”的速度、“办就办好”的力度，
为企业在我市发展提供最佳服务、
创造最好条件、营造最优环境。

据悉，皓元医药马鞍山产业化基
地由上市公司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7.8亿
元，占地约131亩。

皓元医药马鞍山产业化基地竣工投产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吴衡） 11月19日
上午，第34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拜谒
诗仙活动在大青山李白文化园举行。
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陶新民以及社
会各界诗歌爱好者齐聚青山之麓，共
同拜谒诗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陈永红参加活动。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复来……”活动现场，身着白色长袍
的李白扮演者衣袂飘飘，慷慨激昂地
朗诵着李白的传世佳作，伴随着悠扬
的古筝伴奏，仿佛让时空重新回到了
盛唐，也拉开了拜谒活动的序幕。随

后，参加活动的嘉宾和诗歌爱好者一
起来到李白墓碑前。在这里，主祭人
先带领学生共同朗诵李白诗作《望天
门山》《夜泊牛渚怀古》，然后拜谒人
群手持鲜花绕墓一周，追忆诗仙李白
的诗意人生，感受李白文化的独特魅
力，并献花、鞠躬、祭酒拜谒诗仙李
白。

据悉，拜谒诗仙是马鞍山李白诗
歌节期间我市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
通过这项活动，嘉宾们充分感受到了
诗歌的独特魅力，以及马鞍山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第34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拜谒诗仙活动举行

记者 吴黎明

古筝悠悠，烟雨蒙蒙。11月 19
日上午，第34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
拜谒诗仙活动在大青山李白文化园
举行。来马参加第 34 届马鞍山李
白诗歌节的嘉宾和社会各界诗歌爱
好者齐聚青山之麓，共同拜谒诗
仙。

拜谒诗仙折射出文化自信

“长江浩荡绕青山，李白千秋此
地眠。锦绣文章惊海內，永留天地五
洲传。”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陶新
民现场赋诗一首，以歌颂李白。陶新
民说，拜谒诗仙活动是践行文化自信
的体现。中国李白研究会1987年在
马鞍山成立以来，一直努力学习、研
究和传承李白文化，取得了一系列丰
硕成果。今后中国李白研究会将继
续努力，为践行文化自信作出应有的
贡献。

8时35分，拜谒仪式开始。在李
白诗作的朗诵声中，一名李白扮演者
翩然起舞。拜谒人群到李白墓前进
行祭拜活动。主祭人谷常新带领学
生共同朗诵李白诗作《望天门山》《夜
泊牛渚怀古》，随后带领拜谒人群行
三鞠躬礼，最后持鲜花绕墓一周，并
献花、洒酒拜谒诗仙。

“马鞍山李白诗歌节打造的是诗
歌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这折射出一
座城市的文化自信。”当涂县太白镇
文化站站长吴家龙说，每年的拜谒诗
仙活动，他都参加。如今，传承、弘扬
李白文化已成为该镇的文化特色。
学校经常举办吟诗活动，镇老年学校
经常举办李白诗作书法比赛、诗词创
作比赛，李白文化在太白镇深深地扎
下根。

主祭人为李白守墓38年

每年的拜谒诗仙活动，谷常新都
是当仁不让的主祭人。

“《临路歌》是李白人生中最后
一首诗，也是诀别诗，就写在我们当

涂。”2022 年是谷常新成为李白墓
守墓人的第 38 个年头，从 18 岁到
56岁，他一直常伴李白左右，为李白
守墓。

“李白守墓人”给谷常新带来了
诸多荣誉，“中国好人”“安徽好人”

“马鞍山市道德模范”……谷常新
认为他所做的事，都是在恪守承
诺 。“在李白墓，不仅能够感受到李
白诗歌文化的灿烂，还能感受到我们
谷家的这种诚信精神，感受到我们当
涂的人文伟大。”

作为李白墓的一名守墓人，谷常
新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同时也积极
做好传帮带工作，恪守祖先承诺，更
好地守护李白墓园，守护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声声诗吟中喜闻薪火相传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
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来。”拜谒诗仙活动现场，来自当涂县太
白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齐声朗诵李白
诗作《望天门山》。五年级学生夏天野
说，学校把李白在当涂留下的50多首
诗作列为课外读物，大家都喜欢诵读，
现在自己已经能背诵李白的多篇诗作。

“李白文化是当涂的标志。”当涂
县文旅局局长魏俊介绍，李白墓及其
周边是当涂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
2013年，当涂县成立大青山李白文化
旅游区，规划面积53.03平方公里，以
大青山为主体，以李白文化为核心，
以“山、水、田、园”为生态基底，坚持

文化立区、生态建区、旅游兴区，着力
打造集“浪漫山水风光、风情田园人
家、传奇人物轶事、健身运动休闲”于
一体的国家级旅游度假胜地。

除了李白文化，当涂还有当涂民歌、
千字文文化、姑孰画派等多个文化品
牌。其中，当涂民歌是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该县通过举办当涂民歌大
赛，扩大当涂民歌影响力和知名度；打造
特色文旅产业，将听唱民歌作为一个特
色旅游环节融入乡村旅游项目。该县深
入传承蒙学经典，举办各类千字文书法、
诵读比赛活动；开发千字文文旅项目，建
设千字文雕塑群和雕塑景观，打造千字
文故乡的城市名片；加快推进千字文文
创力度，丰富衍生品序列，并根据市场需
求进行文创、文旅项目开发。

于声声诗吟中感受薪火相传
——第34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拜谒诗仙活动侧记

本报讯（记者 张令琪） 11月19
日，“聚焦长三角 携手新征程”长三角
一体化宁马融合发展新成果主题摄影
展在马鞍山艺谷美术馆开展。省文联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主席陈先发，
市领导陈永红、王晓焱、阚青鹤、贺应
旭参加开幕式并观展。

本次主题摄影展在安徽省文联、
中共马鞍山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安
徽省摄影家协会、江苏省摄影家协
会、南京市文联、马鞍山市文联联合
举办。此次摄影展既是两地摄影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
示精神，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艺

术创作实践，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的一次艺术汇报。参展
作品主题突出、题材丰富，风格鲜明、
立意独树，充分展现了两市人民在一
体化融合发展中的奋斗历程和精神
风貌。

据悉，此次展览作品征集工作于
今年6月启动，收到宁马两市及苏皖两
省其他地市237位热心影友的投稿，
共计 1525 件作品，多达 2774 幅照
片。经宁马两市摄协初审，苏皖两省
摄协终评，共有20幅优秀奖、100幅入
展奖作品参展。开幕式上还对本次摄
影展获得“优秀奖”的作者及获得“组
织奖”的单位进行了颁奖。

长三角一体化宁马融合发展新成果主题摄影展开展

（上接第一版）

一场与诗歌相约的群众盛会

现场观众或兴致勃勃地观看演
出，或随着音乐和台上的演员一起唱、
一起跳，今年的诗歌节文艺演出真正
是一场“众乐乐”的全民盛宴。

“今天我是被孩子拉着来的。”市
民孙璐带着女儿一边兴致勃勃地观看
演出，一边跟着吟唱诗歌。孙璐的孩
子上小学6年级，早早地就和她说要来
看演出。“在马鞍山，几乎每个孩子都
受到过诗歌的熏陶。”孙璐说，女儿从
小就喜欢诗歌，背了很多诗，也经常参
加学校举办的吟诗比赛，并且她还发
现读诗背诗对孩子学习、成长都非常
有帮助，“她现在会主动了解我们城市
有哪些历史名人，留下了哪些文化遗
产。”

“我在高高的天空下长大，踏着野
草、光着脚丫……”候场期间，来自八
中教育集团的小演员们还在低声吟唱
着歌词。“我感觉这就是在写我们的生
活！”小演员李明轩告诉记者，爸爸妈
妈经常带她来江边游玩、写生，“有一
次，我们还幸运地邂逅了可爱的长江
江豚呢！”“我最喜欢歌词中的这句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另
一名小演员陈美研接话道：“从小，父
母、老师就教我们要热爱祖国，家是最
小的国，国是千万家，爱祖国，就是要
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家乡，爱祖国的
历史！”

“纵观整场开幕式表演，既有传
承，又不乏创新，既有高度，又接地气，
很好地展现了诗歌的文化魅力、马鞍
山的城市魅力！来之前还怕孩子坐不
住，没想到他看得比我还认真。”特意
带着孩子赶来观看开幕式文艺演出的
汪家明说道。

“走向人民群众的诗歌才更有生
命力。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诗的基因，
诗歌文化也必将跨越历史长空，直抵
心灵。”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市八中

“八音盒”艺术团团长、演出带队老师
洪燕希望，孩子们能在吟诗、唱诗、写
诗中感悟生活的美好，让诗意真正浸
润生活。

以诗为媒，胜友如云。这场诗意

的盛会，吸引了众多诗歌爱好者。
“无论时代和社会怎么变化，文化

如何多元化，诗歌永不过时。”市民罗
雪认为，任何时候都会有写诗的人、读
诗的人，好的诗歌会代代传诵，影响一
代又一代人。

一段延续34年的文化传承

自1989年至2022年，连续举办
34届，诗歌节不仅被确定为安徽省五
大节庆活动之一，而且成为享誉国内
外的重要节庆活动品牌。

“34届李白诗歌节，一年比一年
充实，一年比一年震撼，今年的开幕
式文艺演出时间虽然不长，但非常精
彩。”在“中国好人”、省劳动模范华
云梅看来，马鞍山李白诗歌节已经真
正成为了诗歌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华云梅表示，作为国家
电网人，自己将和团队一起，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大力开拓新能源市场、
推广新能源应用，聚焦推动绿色发
展，在奋力推进能源革命上发挥更大
作用，努力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
中国赋能。

尽管才到马鞍山两个多月，安工
大大一新生黄杨滔就已经深深地被
这座城市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文化气
质所吸引。“一座因钢立市的工业城
市，诗文底蕴极为丰厚，并很好地保
护和传承了诗歌文化！”刚刚报名学
校合唱团的黄杨滔被学校选中，参加
诗歌节开幕式表演排练，“通过学习
和排练，我对李白、对马鞍山、对中国
传统文化都有了更深的了解。”

“世人都仰慕李白的才华，但李
白的自信更让人钦佩！”00后的王化
楠是开幕式现场的一名青年志愿者，
在他看来，是盛唐气象孕育了李白的
自信。“我们生逢伟大时代，拥有的应
该是超越李白的自信！”王化楠表示，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要把个人奋斗
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以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不负时代、不
负韶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青春力量！

江水为伴 唱响诗意之歌

记 者 任德玲 张令琪
通讯员 关 蓉

近年来，宁马两市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在高质量一体化
融合发展上不断迈出新步伐，一幅幅
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共筑、交通
设施互联、营商环境共育、公共服务
共享的画卷正徐徐铺展。

在镜头中定格，在时光中镌刻。
11月19日，“聚焦长三角 携手新

征程”长三角一体化宁马融合发展新
成果主题摄影展在马鞍山艺谷美术馆
开展，以视觉方式展现发展成就。

宁马融合结硕果
蝶变瞬间永定格

400多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20
幅精选入展佳作……自今年6月展览
征集工作启动以来，本次展览共征集
到来自宁马两市及苏皖两省其他地
市237位热心影友的投稿，共计1525
件作品，多达2774幅照片。经宁马两
市摄协初审，苏皖两省摄协终评，共
有20幅优秀奖、100幅入展奖作品参
展。

上午10时30分，摄影展正式拉
开帷幕。沿着廊道步入展厅，绿底白
字“高铁票”样式的指引牌首先映入
眼帘。上面清晰地标注着“六朝古
都”南京与“生态福地、智造名城”马
鞍山相距56.6千米，可由G4211高速
公路直连。紧随其后，还有多张指引
牌串联成线，一个个路牌指引着观展
者步入展厅。

“宁马两市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尤其是近年来，宁马融合发展硕果累
累。为此，我们在布展时特意选取了

‘慈湖高新区-江宁滨江开发区’‘博
望区-高淳区’等多个深度融合的点
位，将其制作成指示牌，让大家在步
入展览馆时，就能感受到宁马融合发
展的浓厚氛围。”来自马鞍山市摄影
家协会的汪芳润，主要负责此次摄影
展的策展工作。

据介绍，摄影展中的作品主要聚
焦宁马两市近年来在长三角一体化
融合发展中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就，

既有一江襟带紫金翠螺的磅礴气势，
也有深情凝望群众生活的温暖瞬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摄影家将
镜头转向身边，摄影作品更多反映的
是身边人、身边事。身边可记录可分
享的事物逐渐丰富，促使人们更多关
注身边变化。”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南京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屠国啸
说，今后宁马两地将继续加强互动，
积极组织两地摄影家创作，以多元的
视角展现更多佳作。

二十佳作脱颖出
同频共振增信心

镜头记录变迁，光影定格美好。
摄影展上，一幅幅生态之美、建筑之
美、人文之美的照片，从不同角度展
现了两市人民在一体化融合发展中
的奋斗历程和精神风貌，俨然一幅山
水相融、和谐发展新画卷，尤其是其
中脱颖而出的20件优秀奖作品更是
引人注目。

“能在上千幅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此次摄影展的优秀奖，我感到十
分荣幸。”在优秀奖获得者、中国摄影
家协会会员盛立权看来，近几年，马
鞍山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名建筑行

业工作者，他特别关注城市的标志性
建筑。今年7月，从北京回到家乡的
他特意来到长江边，拍摄下壮美的马
鞍山长江大桥，展现虚实相间的魅力
影像。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的时代背景下，宁马省际毗邻地区新
型功能区建设的蓝图正在一步步变
为现实图景，映衬着宁马两地如今的
亲密关系。优秀奖获得者、马鞍山市
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文生的身影时
常出现在一个个项目的建设现场。
这些年，城市一幅幅壮美画卷都被他
一一收入镜头中。

“我切身感受到宁马两地打破边
界、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铿锵脉搏，
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公共服务，从
生态治理到科技创新，两座城市的各
个领域都在‘同频共振’，为群众谋取
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王文生说，
看到自己的摄影作品在馆内展出，他
感到十分激动与自豪，希望通过摄影
作品让市民感受到宁马一体化发展
带来的巨大变化。

“从去年的安徽沿长江五市长江
生态整治成果主题摄影展，到如今的
长三角一体化宁马融合发展新成果
主题摄影展，我们坚持用影像去记录

伟大的时代，深入参与到讲好马鞍山
故事中来。”马鞍山市文联副主席、市
摄影家协会主席吴昌贵表示，这不仅
是历史赋予摄影人的责任,更是当代
摄影人应有的使命与担当。

跨越时空零距离
情深意厚引共鸣

自然和人文交相辉映，合作与发展
相得益彰。当天，众多摄影家代表以及
摄影爱好者纷纷齐聚，共赏艺术盛宴，
共话互融互通。许多人驻足在摄影作
品前，纷纷用手机记录下摄影作品中的
万千景象，并转发到朋友圈中。

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市民汤荣
森流连于多幅摄影作品间，频频举起
手机，调整角度及大小，将展览佳作
记录下来。“很多作品无论是构图、场
景、色彩，都带给我很强烈的视觉冲
击。”自1992年接触摄影，汤荣森已有
30年的摄影经验，对于此次摄影展中
多幅佳作所呈现的摄影场景，他已熟
稔于心。

借此机会能看到南京摄影爱好
者的作品，对他来说，既是欣赏，也
是借鉴。“《璀璨的南京南站》的大广
角、《南京长江大桥夜色美》的夜景
光影等，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很多作
品既展现了城市变迁，也体现了人
们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汤荣森
说，近些年，无人机摄影技术逐渐普
及，科技进步的同时也给摄影作品
带来了多元化展示空间，摄影师们
可以利用无人机在更广阔的空间进
行光影创作。

当天上午，摄影爱好者解克竞带
着妻女来到了摄影展。他表示，希望
女儿在参观摄影展的过程中，进一步
提升艺术感知力。

“你看！对于同一个被摄主题而
言，比如石臼湖大桥、宁宣公路，摄影
师站的位置不同、构图不同，展现出
来的画面就完全不一样。”观看摄影
展的过程中，解克竞不时向妻女介绍
着。“通过一幅幅作品，我深切地感受
到了南京、马鞍山两地之的深度融
合，这也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城市未
来发展的信心。”解克竞说。

在光与影中捕捉融合之美
——“聚焦长三角 携手新征程”长三角一体化宁马融合发展新成果主题摄影展侧记

图为摄影爱好者正在观展。记者 邵纪明 摄

图为拜谒诗仙活动现场。 记者 储灿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