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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万华烟台工业园废水处理及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对《万华化学集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万华
烟台工业园废水处理及综合利用项目环
境影响报书》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使项
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
设情况有所了解，并调查社会公众对项目
建设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万华化学集团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万华烟台工业园废水处理及综合
利用项目

项目选址：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烟台化工产业园万华工业园内

项目概况：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新建东区废水处理装置、废水回用装置及

废水深度处理装置（含东区废水加药单
元、东区污泥干化单元、东区低浓臭气处
理装置、东区高浓臭气处理装置等）及其
配套的公用工程辅助设施；改扩建西区
废水处理装置浓水深处理单元。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万华化学集团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单位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重庆大街59号
联系人：许工
联系电话：0535-3387629
邮箱：272754602@qq.com
（三）环评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青岛中油华东院安全环保

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延安三路113号甲
联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0532-80953841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www.whchem.com/uploadfile/

2020/1023/20201023084403229.pdf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查阅期限为环境信息公开后5个工

作日。公众可以在公告发布后以电话或
者信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索取。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告主要征求万华周边公众对

本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等环境保

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望广大居民向建设
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网络链接（www.

whchem.com/uploadfile/2020/1023/
20201023084404270.docx）下载公众参
与意见表并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向建设
单位提出与本项目相关环境影响以及环
保方面的意见。

（七）公众提出意见表的起止时间
自公告发布起5个工作日内，您可以

将意见反馈给我们，请您提供联系电话和
联系地址，以便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反馈
意见以及生态环境部门核查。非常感谢
您的支持。

警方通告
烟台巨丰投资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由我局立案侦查，该案主要犯罪嫌
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侦查阶段
工作即将结束。为保证本案诉讼，保护受害
人的合法权益，请将款项投资到烟台巨丰投
资有限公司的个人或单位，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二十日内到我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
逾期不报者，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报案请携带：
1、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投资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3、2015年11月1日至2018年8月26日

期间的交易流水（携带支付本金及收取利息
的银行账户，要求银行打印对手信息）。

特此通告
联系单位：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经侦大队
联系地点：烟台市芝罘区金沟寨长生花园小区17号
联系电话：0535-6209005 18660078926
联系人员:马警官 曹警官

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
2020年10月23日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
讯员 吴延朋 摄影报道）金秋时节逢盛会，
群贤毕至论华章。10月24日，《丝绸之路——
从蓬莱到罗马》作品研讨会在蓬莱举行。众多
专家学者齐聚“人间仙境”，论丝路、品著作、谈
历史、话仙境，探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蓬莱
起点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开启了一场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学术盛会。

登州故地文化灿烂，自古文人墨客便多
会于此，当天的研讨会更是群英荟萃、名家
云集。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作协重点作
品扶持办公室、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山东师范大学、中华读书报等单
位的专家出席了本次活动。会议现场，与会
专家围绕历史逻辑与文学维度的共构、写作
的意义与价值、主题建构与叙事方式分析、
阅读感受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发言，从不同视
角对《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这部作
品进行了点评和肯定。专家现场发表真知
灼见、碰撞思想火花，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视
角、新颖的见解令人叹服。同时，会议还邀
请了众多历史文化工作者、高校文学爱好
者、文化志愿者及热心观众，现场与作者和
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不拘于坐而论道，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还

对蓬莱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带有丝路
印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学术考察，实地感受
了当地浓厚的丝路文化氛围，共同品味登州
古港的历史变迁。“登州港是中国古代北方
最大的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地，
还是目前中国北方保存最古老的港口。”中
国作协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
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副主席、作者高
洪雷表示。

《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一书，是
山东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项目，也是中
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是一部结构新颖、立
意高妙、切口小、历史空间宏阔的作品。该
书以唐代快马从东到西的旅程为结构，以几
个历史人物的马背观察，演绎出波谲云诡的

历史画卷，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可读性，是
中国作家书写关于“丝绸之路”相关作品的
一次成功实践，被誉为“一带一路”必读书、
一部中国人眼中的丝绸之路大历史。

该书采纳“山东蓬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一个起点，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部
起点”这个学术论断，在大量史料考证和
吸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蓬莱
等 15 座城市为结点，细数丝绸之路在城
市兴衰、贸易沟通、思想沟通、文明交往和
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历史作用，进一步拓宽
了读者对蓬莱和丝绸之路历史的理解。
蓬莱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
深厚，文物古迹众多，素以“人间仙境”闻
名于世，是中国古代南北海运交通的重要
枢纽，有过“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丝
竹笙歌,商贾云集”“帆樯林立，笙歌达旦”
的辉煌。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域环境，
孕育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丝绸之路文化。
此次研讨会选择在蓬莱召开，正是对蓬莱
丝路历史地位的肯定，丰富了蓬莱丝路文
化、港口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是蓬莱历史文
化研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本地丝路
文化乃至整体传统地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
有着重要的意义。

专家学者齐聚仙境论“丝路”
蓬莱举办《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作品研讨会

昨日，在浙江
诸 暨 举 行 的
2020- 2021 赛 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CBA）第
一阶段第四轮比
赛中，浙江广厦控
股队以99比88战
胜深圳马可波罗
队。图为浙江广
厦控股队球员赵
岩昊（右二）在比
赛中传球。

新华社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这气壮山河的呼叫出自长春电影制片

厂拍摄的抗美援朝电影《英雄儿女》，震撼了
几代中国观众。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日前，记者来到长影集团，追
寻这部影响深远影片背后的故事。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展厅，有一件珍贵的
手稿展品，上面详细记录了电影《英雄儿女》
创作过程中各方面专家、领导对剧中人物、情
感表达、情节设置等方面的讨论、修改意见。

影片《英雄儿女》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改
编自著名作家巴金中篇小说《团圆》。“一定

要把电影拍好。”长影厂把任务交给了导演
武兆堤。此前成功执导故事片《平原游击
队》的武兆堤赶紧约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
的老战友毛烽共同改编，很快完成了初稿。

影片样片出来后，得到各方关注。“王成
孤军作战，目标太大了，反复动作太多，敌人
显得怂包了，应该再真实些。”“影片改名《英
雄儿女》，和内容比较接近。”“关于认不认女
儿，王文清内心还是要认的，这样表现了我
军高级干部还是理智的……”从来自各界的
修改意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部经典之作
的打磨过程。

就这样，小说《团圆》变成了电影《英雄

儿女》。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上映，反
响强烈。

“看了长影故事片《英雄儿女》，改得不
错。关于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
象也很美……”身在上海的巴金在日记中如
此记述。

看过巴金小说《团圆》的人都知道，原作
中，王成着墨不多。在改编后的剧本里，王
成贯穿了影片始终，成了最重要的男主角。

那么，谁来演英雄王成？记者了解，在
几个候选男演员中，武兆堤果断选中了外形
条件并不十分出众的刘世龙：“我就是让他
演一个战士。”

他对刘世龙说：“我们要塑造的是一个
普通的战士形象。你千万不要一出来就作
英雄状给观众看。”

在拍摄“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一最经
典的场景时，布了100多个爆炸点。导演一
声“开拍”，炸点起爆，刘世龙毫无惧色闯入
火阵，眉毛、鬓发都烧着了，胳膊也烧起了
泡，他全然不顾，完全融入情境中……

这个镜头，一次拍摄成功。“英雄猛跳出
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敌人腐烂变泥土，
勇士辉煌化金星”——英雄，就这样矗立、定
格在亿万观众心中。

据新华社长春电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电影《英雄儿女》的幕后故事

本报讯 （YMG 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通讯员 刘子会 摄影报道）十月金秋，秋
色正浓，在这五彩斑斓的季节，10月24日
上午，由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烟台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烟台画院、烟台市
美术家协会承办的“时光里的记忆——广
仁路沉浸式写生艺术活动”在芝罘区广仁
路时代风情步行街举办。

“时光里的记忆——广仁路沉浸式写
生艺术活动”旨在探索如何依托烟台本土
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让人们在追寻“诗
和远方”的过程中，把艺术的美融入人们
的日常生活。烟台历史文化悠久，近现代
开埠文化底蕴丰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综合国力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文
化兴国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烟台历史文化
研究特别是对近代史研究进入新阶段。
烟台山近代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第三批中国“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烟台市于2013年
荣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保存完好的
朝阳街、奇山所、广仁路、虹口路等多个历
史文化街区，街区内近代建筑集中成片。
广仁路建筑群是烟台历史文化名城的组
成部分，现有生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旧
址、烟台养正小学旧址、烟台中华基督教
青年会旧址、广州旅烟同乡会旧址等多座
文物建筑，展示了烟台近代民族工业、教
育、文化发展的历程。本次沉浸式艺术写
生活动在广仁路时代风情步行街进行。

沉浸式艺术活动是近年来较为流行
的艺术形式，其核心为“沉浸”（immer-
sive），指艺术家在特定空间内，为观众营
造一个有别于现实的场景，从而使观众在
获得感官体验的同时与作品产生互动和
共鸣。写生活动现场将化妆模特、道具及

表演融入环境之中，还原旧日烟台场景。
艺术家们在这种历史还原环境中进行写
生，观众也可参与观摩互动，同时欣赏艺
术创作和建筑风光，通过这种艺术方式，

艺术家、观众和游客们将对烟台的历史文
化有更深的了解和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沉浸式写生艺术
活动方式在烟台尚属首次，活动自组织策

划实施以来受到我市美术创作者的热捧，
写生现场在广仁路时代风情步行街设置4
处写生点，有33位艺术家参加写生活动。
写生活动持续24日、25日两天。

沉浸在“时光里的记忆”
广仁路沉浸式写生艺术活动在烟台画院举办

据新华社阿姆斯特丹电 在24日进行的荷甲第6轮
一场比赛中，阿贾克斯客场13:0大胜芬洛队，打破了他
们保持48年的荷甲联赛最大比分纪录。

阿贾克斯19岁前锋拉西纳·特拉奥雷打入5球，并
奉献3次助攻。目前特拉奥雷在射手榜上并列第二，仅
落后费耶诺德的前锋博古伊斯1分。

特拉奥雷赛后表示，周中1:0输给利物浦的比赛让
球队很“愤怒”，渴望能在对阵芬洛的比赛中“赎罪”。“我
们尊重对手，但一上场我们就想付出一切，甚至变得更加
愤怒。”他说。

阿贾克斯的教练滕哈格表示在荷甲联赛上很少看到
这样的比赛。“我们在场上非常渴望进攻，想要进球，我觉
得这很好。”

阿贾克斯创下
荷甲单场进球纪录

据新华社广州电“时代之光，你我皆烙下印章，共力
勉把新迹创……”24日晚，在广州地标性建筑广州塔上，
一曲《南粤华彩》划破夜空，拉开京剧和粤剧联袂上演一
台好戏的帷幕。

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指导，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和国家京剧院主办的“京腔粤韵 唱响湾
区”京粤戏曲合作交流活动，24日在广州举办。

国家京剧院于魁智、李胜素、江其虎、王越、郭瑶瑶、
刘梦姣等名家新秀，粤剧名家曾小敏、欧凯明、黎骏声、陈
韵红、崔玉梅、苏春梅、吴非凡、琼霞等轮番登台演出。《太
真外传》《荔枝颂》《寿州救驾》等多个京剧、粤剧的经典佳
作选段，引得台下观众喝彩不断。

京剧、粤剧都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据介绍，此次京粤戏曲合作交流活动，旨在将
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交相辉映，促进戏曲文
化事业发展繁荣、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
展。

京腔粤韵
同唱一台好戏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妇女网消息，日前，全国妇联
决定，授予朱婷等10人（组）优秀女性2019年度全国三
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

全国妇联在发布颁奖公告时对朱婷的介绍是：传承
和发扬中国女排精神，被誉为“世界第一主攻”的中国女
子排球队运动员、队长朱婷。

全国妇联表示，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永葆“闯”的精
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今年4月，朱婷还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
不久前公布的《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拟表
彰人选公示》中，朱婷也榜上有名。

全国妇联授予朱婷
“三八红旗手”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博纳影业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联合摄
制的电影《长津湖》25日在京宣布开机。影片以长津湖
战役为背景，讲述一个志愿军连队在极寒严酷环境下坚
守阵地奋勇杀敌、为长津湖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故
事。

据出品方介绍，影片由黄建新任总监制，陈凯歌、林
超贤、徐克任联合监制、联合导演，张和平任艺术总监，王
树增任历史顾问，兰晓龙、黄建新任编剧，吴京、易烊千玺
领衔主演，计划2021年上映。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
《长津湖》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