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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讯 (通讯员 储莉莉 记者

王国柱)“进哥，这个设备好像有点故
障，帮我看看。”“运转声音确实不正常，
你们先下班吧，包我身上。”临近下班时
间，李进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此
时，车间早已空无一人，只剩被白炽灯
拉长的身影陪伴着他。故障解除，已是
深夜。

入职扬子江药业集团5年，这样的
场景李进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扎根生
产现场，把对设备的热爱、对技术的钻
研转变为累累硕果。李进相继荣获“泰
州工匠”“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江苏
省五一创新能手”“江苏省技术能手”等
称号。

2016年7月，刚入职的李进，看到
五花八门的生产设备便萌生了浓厚的

兴趣，总会在生产之余仔细端详设备，
寸步不离地跟在班长和老师傅后面学
习。别人下班了，他还蹲在设备旁，一
边看一边想着班长和老师傅的操作，夜
间十一二点下班是常态。2017年5月，
李进成功转型为车间设备工程师。

2019年，车间原有的压片机使用
年限长，维修成本高，难以适应生产需
要，车间决定对其改进优化。接到任务
后，李进一头扎进一线，对常见的问题逐
一排查后依旧没有进展。拆开设备所有
部件，腿蹲到麻得没有知觉，李进就站起
来活动一下，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
相关检修要点，最终经过反复摸索，更换
较大尺寸的预压轮，问题得到了解决。

“每天与设备打交道很枯燥，尤其
遇到难题解决不了更是痛苦。但一旦

通过努力攻克难关，那种成就感难以言
传。”谈及到担当设备工程师的感受，李
进很欣慰。

业精于勤，在与设备“摸爬滚打”的
过程中，李进技艺日臻成熟，先后荣获
首届江苏省药物制剂工职工技能竞赛
第一名、2019年第十七届国际TnPM
企业联盟大会“老骥伏枥设备综合奖”
等一系列奖项。

5年来，李进完成设备大改造5次，
设备技改30余次，为公司节省几十万
的维修经费，培养了15名优秀操作工。

“其实我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还
需要不断努力。”面对大家的赞誉，李进
只是淡然地说。或许正是这种谦虚，才
让李进攀登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成为
车间设备正常运转的“定海神针”。李进（左）与同事讨论设备检修

本报讯（记者 黄伟）11月2日，省
委召开省级老领导老同志座谈会，征求
对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
议。省委书记吴政隆主持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陈焕友、梁保华、许仲
林、张连珍、蒋定之等老领导老同志畅
所欲言，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表
示，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政
治站位高、形势把握准，总结成绩实事
求是，部署工作精准有力，主题鲜明、
特点突出、文风朴实，具有很强的战略
性、指导性。老领导老同志围绕科技
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

生、推动共同富裕、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等方面对报告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完善
提出了意见建议。吴政隆认真听取发
言并一一回应。他说，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是我省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各位老领导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
议，充分体现了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的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充分
体现了对江苏的深厚感情、对省情的
深入认识、对事关全省发展重大问题
的深邃思考、对推动江苏现代化建设
的深刻见解，听了深受启发、很受教
育。我们将认真梳理研究，充分吸收

采纳，使报告和今后各项工作更好地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更加符合江
苏发展实际、充分反映群众心声顺应
群众期盼。

吴政隆说，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财富，在不同时期团结带领全
省上下锐意进取、不懈奋斗，为江苏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打下坚实基
础。进入新阶段、迈上新征程，希望各
位老领导老同志进一步发挥政治优势、
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
持省委工作，为全省履行新使命、谱写
新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我们将
认真学习老领导老同志对党无比忠诚

的坚强党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厚
为民情怀、担当奉献的崇高精神境界，
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茬接着一茬
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在新的赶考
路上交出我们这一棒的合格答卷，切实
履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光荣使命，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
建设现代化篇章，以实际行动实际成效
践行“两个维护”。我们将带着感情、带
着责任，全力保障好、照顾好、服务好老
领导老同志。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组织
部部长赵世勇参加座谈会。

省委召开省级老领导老同志座谈会

征求对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意见

扬子晚报讯 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
导，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学习强国”江苏
学习平台主办，中国江苏网、南京晨报承
办，江苏省书法家协会、江苏省楹联研究
会特别支持的“城门挂春联 江苏开门
红”征联启动，今日起向全球征集农历壬
寅虎年春联（具体城市和城门名称见文后
征联启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市文化和旅
游局、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中国银行
江苏省分行一如既往的支持下，今年在
以往12座南京城门征集的基础上，增加
到13座城门，即新增石城门（又称汉西
门）的春联征集。石城门是明城墙明代
13座内城门之一，目前位于汉中门市民
广场。

活动主办方将继续发挥主流传媒集
团的优势，以报、网、端、微全媒体及平台
融合传播，全方位宣传报道全省城门挂春
联盛事。同时在全国各大楹联网站、楹联
微信公众号刊发征联信息。（华诚 仲敏）

2022年“城门挂春联
江苏开门红”城门征联启事
【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11月30日
一、南京（主城）13座城门楹联
南京：中华门、集庆门、汉西门、清凉

门、挹江门、仪凤门、神策门、玄武门、解放

门、太平门、中山门、标营门、武定门
【奖项】
南京13座城门优秀楹联奖项
一等奖2名各奖励3000元现金；
二等奖5名各奖励2000元现金；
三等奖6名各奖励1000元现金。
【参与方式】
电子邮箱：njcb2000@163.com
微信：关注南京晨报微信公众号，回

复：您的实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楹联
投稿内容

微博：关注南京晨报微博，私信回复：
您的实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楹联投
稿内容

寄信方式：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369号新华报业传媒广场1号楼23楼南
京晨报收，信封上注明“春联应征”（邮编
210019）

以上渠道请只选择一种投稿，请勿重
复投稿。

二、南京主城以外25座城门楹联和
楹联故事

【征集城门】
南京：金牛湖旅游度假区
无锡：望湖门
徐州：云龙山
常州：春秋淹城
苏州：阊门、胥门、盘门、金门、齐门、

蛇门、平门、相门、娄门
南通：狼山景区、钟楼

连云港：钟鼓楼
淮安：金湖尧帝古城、淮安区河下古镇
盐城：盐镇水街、建湖九龙口淮剧小镇
扬州：东关街
镇江：丹阳云阳楼、句容茅山
泰州：望海楼
宿迁：项王故里
【奖项】
一等奖2名各奖励3000元现金；
二等奖4名各奖励2000元现金；
三等奖19名各奖励1000元现金。
所有获奖者将获得由主办方颁发的

荣誉证书，并有机会受邀参加当地城门挂
春联系列活动。

【参与方式】
电子邮箱：2703563675@qq.com
寄信方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

中路369号新华报业传媒广场1号楼20
楼中国江苏网收，信封上注明“春联应征”
（邮编210019）

【城门（墙）楹联故事征集】
同时，为进一步挖掘城墙和楹联内

涵，弘扬传统文化，即日征稿。
征稿范围和内容为江苏地区的城门

（墙）的人文轶事，或楹联相关故事，要求
其真实性、趣味性与知识性相统一，具有
可读性和传播力；单篇稿件不超过1500
字，可配原创图片（无版权之虞）。

投 稿 电 子 信 箱 ：cmg2022@126.
com，随稿一并注明作者、供稿单位及通

联方式。
来稿择优刊登在“学习强国”江苏学

习平台、中国江苏网和新江苏客户端。
邀请优秀作品的作者参加强国楹联

故事会。
三、注意事项
【春联内容】
城门春联作品须符合每座城门的历

史、文化、区域等特点，贴合虎年春节喜庆
祥和的气氛，既有个性化色彩，又能反映
时代特征，立意高远，贴近生活，体现获得
感幸福感，富有韵律美、文词美、意境美，
格式符合“联律”的特征。

南京城门楹联全联字数不超过36个
字，其中南京汉西门、清凉门和神策门的
楹联全联不超过22个字，南京13座城门
以外的城门（含金牛湖旅游度假区）楹联
全联不超过32个字。

【投稿要求】
投稿者需填写真实姓名、详细通信地

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每人同一城门
投稿不超过两副，字迹工整清楚，注明为
哪座城门而作。请勿二次或多次投稿，作
品确认后再提交。应征作品须为原创作
品，不得抄袭、剽窃他人作品。

作品的原创性、合法性由作者负责。
春联征集组委会有权对稿件进行必要的
修改，如不同意改动者，请在来稿中注
明。所有入选作品的版权、开发使用，归
主办方所有。

江苏38座城门
今起向全球征集2022壬寅年春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