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南通新闻/城事 编辑：李维 组版：葛飞云 校对：费治中

2020年1月17日 星期五

春节将至，加上最近冰冻雨雪天气，为确
保春节期间我市旅游安全形势平稳，切实保障
游客人身财产安全，努力实现“安全、秩序、质
量、效益四统一”目标，市文广旅局于日前发布
春节出游友情提醒：安全出行，文明旅游，理性
维权。

关注安全提示，做好出行攻略

冬季天气多变，出行前请及时通过官方网
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方式关注旅游、气象、
交通等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了解旅游沿线及
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等情况，提前做好安全行
程规划和防范措施。谨慎或暂勿前往恐怖袭

击频发、政局动荡不稳或发生重大疫情的国家
和地区。自驾游出行前，仔细检查车况，并检
查相关证件、保险是否齐全有效，遵守交通法
规，确保行驶安全。

文明有礼出游，收获旅途快乐

市民游客行前需要认真阅读《中国公民
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和《中国公民出国
（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遵守目的地国家和
地区的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
尊重当地宗教和民族习惯，避免不礼貌言行，
杜绝不文明举止，争做文明旅游的践行者和
传播者。

选择旅游产品，签订正规合同

参团旅游应当选择有资质、讲诚信、服务
质量优良的旅行社，切勿相信街头旅游小广告
及“旅游赠券”等消费陷阱，自觉抵制“零负团
费”及“不合理低价”，避免因贪图便宜而上当
受骗。务必与旅行社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不
轻信口头承诺，并留意相关退款条款。办好签
证，购买足额旅游保险，带好护照、机票、邀请
函等证件、文件并备好复印件。

提倡理性消费，依法理性维权

根据自身需求，选购当地特色旅游商品，

面对推销人员推荐，要三思而行。购买贵重物
品，注意看清产品介绍，并索取正式发票。在
旅游途中如果遇到矛盾纠纷，要理性、适度维
权，不要采用过激的言行，不要采取拒绝登机、
拒绝上车等极端手段来主张权利，因为由此而
产生的费用，旅游者也是负有赔偿责任的。游
客可先行与旅行社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应
注意保留相关证据，在旅游合同结束之日起
90天内通过拨打12301旅游服务热线投诉或
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依法理性维护
自身权益。对涉及交通、餐饮、住宿、购物等行
业的服务质量问题，也可向有管辖权的相关部
门投诉。 郭俊锋

开开心心去旅游 平平安安过大年
南通市文广旅局发布春节假日旅游出行提示

出游提醒

4集浓缩全剧精华，完整版
更有看点

关于夏骏导演和他的作品《张
謇》，南通报业记者多次面对面采访、
对话，刊发过《大历史观下重读张謇》
《今天，我们向张謇先生学什么》等访
谈录。此次央视首播之际，夏骏再
度向家乡媒体介绍了相关情况。

纪录片《张謇》登陆央视纪录片
黄金档，将形成更强大的影响力。
夏骏介绍，《张謇》原版是6集，这次
央视播出的版本浓缩为4集。央视
版是从海内外观众的关切度出发，
篇幅更紧凑，信息更集中。据悉，
《张謇》将于今明两天在央视纪录频
道晚八点《特别呈现》栏目播出，每
天两集，共四集。

“当然，浓缩精华固然好，但也
难免会有遗憾。”夏骏坦言，他个人
觉得6集的完整版细节更丰富，形
象更立体，更适合对张謇先生有所
了解的南通观众。

夏骏透露，为了让更多观众看
到《张謇》，在登陆央视后，他还将组
织推动卫视、网络播出此片，形成更
全面广泛的传播。

“张謇是现代南通的缔造者，但
他不仅仅属于南通，近代史上有多
个领域他都是开拓者”，夏骏说，“让
更多观众有机会了解张謇和他的精
神世界，感受他的大胸怀、大智慧，
这些对当下的观众大有裨益。”

主创百余部经典，第一部
人物片是《张謇》

在30多年电视制作历程中，夏
骏主持摄制了百余部集电视作品，
他始终秉持“用记录形态构建中华
文明的影像档案馆，以思想力量解
读中华文明的历史密码图”的初心，
被业界称为最有使命感的媒体人。

问及《张謇》与夏导的其他作品
相比有什么特色，他感慨地告诉记

者，这是自己拍的第一部人物纪录
片。这个第一，必须留给张謇先生。

夏骏说，一个人，一座城，张謇
称得上是百年来最杰出的南通之
魂，是值得这座城市去铭记和感恩
的。但是，对于张謇这位先贤，我们
过去认识、学习、理解得还不够，从
某种程度上说是抱愧于啬翁的。

作为家乡人，夏骏对张謇先生
有着深深的景仰，创作纪录片《张
謇》，是他心中蕴藏了数十年的梦
想。“这些年，我一直在准备，也不断
从张謇先生的恢宏人生中发现新的
东西”，夏骏说，“作为一个电视人、
文化人，我最终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拍成《张謇》，这不但了却了我20多
年的心愿，更是一次感恩之旅，完成
了一次心灵上的救赎。”

“我想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张
謇，比以往任何影视作品更接近他本
人。”夏骏告诉记者，为此，剧组采访
了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对张謇的事
业、人格作出全面评价、立体解读。
可以说这是一部集纳了最多学者观
点的片子，这些思维的火花闪耀全片。

2019年10月，电视片《张謇》
获得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夏骏
对此倍感欣慰。

正策划两部新作，都与张
謇有关

张謇对于夏骏而言，是创作的
源头，也是孜孜以求的人文标杆。
在《张謇》之前推出的大型纪录片
《长江》中，夏骏就特地在第三集《现
代脊梁》中，用了10分钟左右的篇
幅，概述了张謇毕生的成就，“他的
杰出贡献成为近代长江历史的光
荣，他是长江无愧的骄子。”

一直在研究张謇的夏导，是否
还将创作与此相关的作品。对于记
者的这个问题，夏骏欣然透露，正在
筹备的两个新项目，都与张謇有关。

一部是讲述近代教育史的大片

《百年树人——张謇与中国近代教
育》。南通如今被称为教育之乡，

“江苏教育看南通”成为现实的佳
话。但是，历史上的南通偏居江北
一隅，在人文教化上与江南差距明
显，南通教育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得
不说是因为有了张謇这个播种者。
他用教育家的理念与实业家的气魄
逆转了历史，为今天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放眼整个华东，张謇参与创
办的学校达370多所，他提出的“父
教育，母实业”的理念和一系列革故
鼎新的实践，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挺
立在潮头的。南通乃至整个华东的
教育需要去寻根，回溯一下百年来
的基因和轨迹，为我们参与今天的
国际竞争找到历史的密码。夏骏透
露，《百年树人》的策划方案已经形
成，正在推动落实。

夏骏正在酝酿的另一部纪录片
为《先贤》，将聚焦晚清、民国时期一
批社会建设的实践者、先行者。万
事开头难，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
转型的过程中，有一批先贤用个人
的能量和智慧，靠一己之力建设一
方现代社会的雏形，这几块丰碑应
该被树立起来，用今天的视角来对社
会变革做一次深化探讨。在夏骏列
出的这几位先贤名单上，有张謇、梁
漱溟、卢作孚、晏阳初、彭禹庭等。夏
骏认为，张謇是其中最早、最全面、最
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南通所作的立
体式的社会建设，被当时不少人视作
典范。比如卢作孚，他的社会建设就
曾受到南通模式的启发，其实践基
地重庆北碚，一度被称为“小南通”。

谈到张謇，夏骏总是意犹未
尽。他说，我们今天缅怀张謇，通
过艺术作品的传播还远远不够。
我们是否可以选择一个特定的日
子，举行一次公祭张謇的仪式？他
对这座城市的贡献，对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推动，值得拥有更庄严的纪
念方式。 本报记者张坚

让更多观众读懂我们的先贤

纪录片《张謇》今晚在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间首播，记者连线该片
总编导、南通籍著名导演夏骏——

积累筹备 20 多年，拍摄制
作 10 个月。今晚起，由南通籍
著名导演夏骏执导的4集纪录
片《张謇》在央视纪录频道黄金
时间播出，近代实业家、教育
家、政治家张謇的不朽形象，通
过央视的传播呈现在更多观众
面前。昨天，记者连线夏骏导
演，听他畅谈拍摄《张謇》的思
考和感悟，同时了解到，夏导的
新作将对张謇的相关题材做进
一步发掘。

▶纪录片《张謇》剧照。

晚报讯 15日，在湖南株洲
举行的2020年晚报杯全国业余
围棋锦标赛上演压轴戏，本届晚
报杯个人前6名与唐韦星等6名
职业高手展开对抗赛，江海晚报
队棋手马天放业余7段对阵陶欣
然职业八段，他的亮相填补了江
海晚报队晚报杯参赛史上的一项
空白。

职业业余围棋对抗赛始于
1992年，每年在晚报杯赛事结束
后进行，由当届晚报杯个人赛名
列前茅者与助兴的职业高手对

局，聂卫平、马晓春、古力等职业顶尖
高手均参加过对抗赛，成为每届晚
报杯赛的传统节目。职业高手VS业
余强豪这一独特形式进一步奠定了
晚报杯在国内业余围棋界的领先地
位，此前多届比赛，业余选手多次击
败甚至完胜职业高手，此次唐韦星等
反戈一击，6名职业高手无一例外地
战胜业余名将。赛后，马天放在接受
采访时说，“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因为
沉浸在最后一轮输棋的懊悔中。输
棋有些遗憾，争取明年的晚报杯有
新突破。” 记者王全立

晚报讯 昨天，海安市高新
区中心办事处新桥社区在实践点
举行“冬日暖阳，文明共享”志愿
服务系列活动·海安市书画院走
进新桥社区。活动邀请中国水墨

书画研究会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王奇寅
等书法家。现场一共为市民送出
100余幅春联、200多张福字，受到市
民们的热情点赞。史雨丽 于爱荣

晚报讯 近日，天气寒冷，但
启东市海复镇富民街上人潮涌
动、笑声盈天，一派热气腾腾的景
象。为丰富春节期间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文
化氛围，启东正式启动2020年

“我们的节日·春节”“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集齐各区镇
（街道）包括舞蹈、小品、快板、朗
诵等16个优秀文艺节目的现场
展演，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文化大餐”。

启动仪式现场不仅为基层群
众奉献了一台文化盛宴，更送去
了启东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
启东市文明办、民政局、新闻出版
局等8家单位向群众赠送春联、
书籍、科普物资等，向困难群众赠
送志愿服务联络本以及新年慰问
礼包。启东市卫生健康委、团市
委、妇联、残联、文联、红十字会、
图书馆、文化馆等近20个单位结

合各自职能，紧扣群众需求开展现
场志愿服务，包括发放宣传资料、
图板展示、政策咨询、义诊服务、现
场写春联赠福等。

在海复镇各村分场，还同步开
展了相关文明实践活动，包括百姓
名嘴结合冬训进行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宣讲、“沙地普法名嘴”微联
盟成员围绕移风易俗进行主题宣
讲、“全民阅读春风行动”走进农家
书屋、农业技术专家现场指导三农
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和老党员介绍
镇村发展史、引导村民铭记历史传
承文化等内容。

据悉，该系列活动时间为1月
中旬到 2 月中旬。在春节期间，
启东市级机关相关部门、各镇（园
区、街道）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站）将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营造浓厚的
节日氛围。

记者黄海 通讯员陈天灵

晚报杯上演职业业余对抗
马天放填补江海晚报队空白

书香贺新年 墨笔送祝福

家门口享受文化大餐
启东“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