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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贾秋敏）11月 26
日，“章良水墨山水画展”在天水公园正式对外
展出。48幅山水作品，让章良这位隐居在乡
野的靖江画坛“黑马”闯入市民眼帘，也让世人
感受到作者清雅的隐士情怀。

据悉，章良是我市靖城街道进步村人，他
以半闲斋主、仓江寒士、石坡自号，早年受戒
于扬州高明寺，法号“文良”居士。他诗词歌
赋、琴棋书画颇有研究，尤其对山水画和古玩
特别喜爱。“我研习山水画已有 30多年时间，
但纯属个人业余爱好。”章良介绍，受家学熏
陶，他对山水画情有独钟，在学习过程中，也
得到了靖江书画家张厚存、陆振纲等人的指
点。本次画展，展示了他的 48幅山水画作和
少量书法作品，展期三天，今日下午 5 点结
束。

章良水墨山水画展吸引了我市不少文化
艺术届人士前往观赏。陆振纲点评道，章良的
山水画作体现了浓厚的雅趣，他追求“出神入
化，妙趣横生”的大写意境界，着色较少，下笔
淋漓，气韵生动，构图奇险，具有很强的视觉冲
击力。

尊敬的农业普查调查对象：

您好！

国务院决定，以 2016 年 12
月31日24时为标准时点，开展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普查是

全面了解“三农”发展变化情况的

重大国情国力、省情省力和市情

市力调查，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

农业普查，查清农业、农村、农民

基本情况，掌握农村土地流转、农

业生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

规模化和产业化等新情况，反映

农村发展新面貌和农民生活新变

化，对科学制定“三农”政策、促进

现代农业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市行政

区域内的下列个人和单位：农村

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

和其他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

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

员会及涉农居委会；乡镇人民政

府及涉农街道办事处。普查的

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业、

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

服务业。

按照靖江市农业普查办公

室的统一安排，2016年 11月～

2017年2月期间将对全市农业普

查对象开展全面清查摸底和普查

登记工作，届时将有普查指导员

或普查员佩带证件到您家访问登

记，请您准备好户籍簿、土地确权

证、林权证、土地流转合同(农业

经营单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

代码证、土地确权证、林权证、土

地流转合同、会计报表)等相关资

料，抽出宝贵时间参与靖江市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配合我

们完成普查登记任务。

农业普查是国家组织的大

型国情国力调查，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

普查条例》，真实、准确、及时地

提供普查信息，既是您的法定义

务，又是您的神圣权利。我们将

遵守法律规定，对您所提供的调

查数据严格保密，不用于普查以

外的任何目的;同时请您履行公

民如实申报调查项目的义务，积

极参与农业普查工作，如实申报

每个普查项目，为全市农业普查

工作取得成功做出贡献。

衷心感谢您对农业普查工

作的大力支持!顺祝您吉祥安康，

万事顺意!
靖江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11月

致靖江市农业普查调查对象的一封信

1.朱海平，男，1967年 9月出生，
1985年2月参加工作，2001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
任马桥镇副镇长、党委委员，拟推荐为
马桥镇人大主席人选。

2.管苏艳，女，1969年 11月出生，
1984年12月参加工作，2002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
任东兴镇副镇长，拟推荐为东兴镇人
大主席人选。

3.吴文彬，男，1984年 5月出生，
2006年8月参加工作，2004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市委办
公室副主任，拟推荐为马桥镇镇长人
选。

4.陈伟，男，1986 年 10 月出生，
2007年 8月参加工作，2005年 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市政府
督查室主任，拟推荐为新桥镇镇长人
选。

5.高永祥，男，1970 年 10 月出
生，1989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学学历，
现任市司法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拟
提名为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主任
人选。

6.胡文华，男，1967年 10月出生，
1991年8月参加工作，1990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市交通
运输局副局长、党委委员，拟提名为市
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人选。

7.马鉴，男，1977 年 4 月出生，
1995年 8月参加工作，2000年 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学学历，现任市
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拟提名为市政协
提案委主任人选。

8.唐明澍，男，1970年 1月出生，
1990年8月参加工作，无党派，在职大
学学历，现任市监察局副局长，拟提名
为市政协经科委主任人选。

9.刘振东，男，1978年 12月出生，

1997年10月参加工作，2002年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
任新桥镇党委副书记、新桥园区管委
会副主任，拟提名为市规划局局长人
选。

10.蔡斌，男，1970年 12月出生，
1993年 8月参加工作，1999年 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
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主任科
员，拟提名为市安监局局长人选。

11.陆兴松，男，1969年 1月出生，
1990年 8月参加工作，1994年 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党委副书
记（正科级），拟提名为市市场监管局
局长人选。

12.陈兆彬，男，1965 年 11 月出
生，1982年7月参加工作，1998年3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大学学历，

现任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
任，拟任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工委主任
科员。

13.丁月琴，女，1971年 7月出生，
1994年8月参加工作，无党派，中央党
校大学学历，现任市委农工办政策调
研科科长，拟提名为滨江新区办事处
人大工委副主任人选。

14.徐东，男，1973 年 1 月出生，
1996年11月参加工作，1996年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
任市科技知识产权局办公室主任，拟
任季市镇党委组织委员，推荐为季市
镇人大副主席人选。

15.宋平，男，1978年 10月出生，
2001年8月参加工作，2006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
任市委台办经济联络科科长，拟推荐
为东兴镇副镇长人选。

16.沈燚，女，1983 年 8 月出生，
2005年 8月参加工作，2009年 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
任马桥镇监察室主任，拟任东兴镇党
委组织委员，推荐为东兴镇人大副主
席人选。

17.刘阳，男，1970 年 3 月出生，
1990年7月参加工作，2010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专学历，现任市
经信委产业投资与科技质量科科长，
拟推荐为新桥镇副镇长人选。

18.杨美娣，女，1972年 3月出生，
1993年 10月参加工作，2000年 1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学历，现任市委
组织部党代表联络科科长、综干科副
科长，拟提名为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
卫工委副主任人选。

19.成喆，男，1981 年 6 月出生，
2003年8月参加工作，2008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市委党校调研科科长，拟任市政
协办公室副主任。

公示对象基本情况

章良水墨山水画展
在天水公园举行

这是2016中国乒乓球俱乐部
超级联赛靖江赛区继11月初之后
再次迎来赛事。对抗双方是八一
京博队和安心百分百队，对抗赛
共分 5场，其中 4场单打，1场双
打，采取五局三胜制。首场比赛，
刘诗雯在观众的掌声中，以3:0战
胜孙铭阳。最后一球刚落地，全
场立即响起欢呼声，安心百分百
队首得一分。高水平选手同场竞
技，给观众带来了精彩万分的视
觉享受。比赛过程中，选手们有
的打法犀利，有的接球不紧不慢，
守得四平八稳，有的在场上展示
大力扣杀等球技，引来现场观众
阵阵喝彩声。

“加油！加油！”当第四轮明
星选手比赛开始，强将木子上场，
她代表的是八一京博队。这一
局，她的对手是刘诗雯。同样是
深受观众认可的明星选手，两人
刚开始发起进攻，观众席上的粉
丝们便传出了此起彼伏的加油助
威声。身手敏捷的刘诗雯，遇上
木子果断干练的打法，一时难分
胜负。两人具备很强的竞技水
平，比分始终咬得很紧。伴随着
全场阵阵高涨的欢呼声，比赛达
到高潮。激烈的角逐中，木子最
终以3:0的比分获胜。

本次乒乓球赛事由中国乒乓
球协会和中央电视台主办，泰州

市体育局和靖江市体育局承办。
比赛群众关注度很高，现场除了
本地球迷，还有部分来自外地的
球迷。在观众席前排，20多名来
自武汉的球迷身着“诗雯吧”文化
衫，手举横幅，大声为偶像刘诗雯
呐喊助威。“只要雯子有比赛，我
们都会追过去。”来自武汉的王杨
是刘诗雯的铁杆粉丝，这回特地
赶到靖江观看比赛。说起对粉丝
的忠实度，我市球迷也不示弱。
来自生祠的小卢和表妹也自制了
加油横幅，在观众席为自己喜欢
的八一京博助力，比赛中他一直
大喊加油，赛后才发现喉咙都有
些干疼。

市体育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举办此类高水平赛事，能够进
一步丰富我市市民的体育生活，
带动我市乒乓球运动的健康发展
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同时进
一步擦亮靖江具备承办各类高端
体育大赛能力的城市名片。

赛后，世乒赛女单季军木子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虽然今天拿
了 2分，但状态不是很好，没有打
出最佳水平。”木子坦言，靖江赛
场设施很齐全，靖江球迷的热情
很高，如果有机会很乐意再来靖
江，和球迷们近距离接触，好好品
尝一下靖江地道美食。

（全媒体记者葛芸）

昨天晚上7:30，2016中国乒乓球俱

乐部超级联赛在市体育中心再赛一

场，吸引了上千名靖江球迷近距离观看

这场高水平的乒乓球赛事。国际级运动

健将刘诗雯、世乒赛女单季军木子等乒

乓球明星到场。最终，刘诗雯代表的安

心百分百俱乐部以3:2的总比分险胜木

子代表的八一京博控股俱乐部。

图为章良水墨山水画展现场。贾秋敏摄

2016乒超联赛再度在靖鏖战

刘诗雯PK木子
引球迷阵阵惊呼

双打比赛。 比赛中的刘诗雯。杨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