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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失聪，却听不进你的声
音；他们有双星星般的眼睛，却始终不
愿与你对视交流⋯⋯在你我的身边，
就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患有自闭症
精神障碍，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在遥
远而漆黑的夜空中闪烁，孤独无助。

助力他们独立生活，有尊严地融入
社会。今年3月，钟楼区残疾人托养服
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全国首家自
闭症人士职业庇护中心，也是国内配套
最完整、规模较大的残疾人职业培训中
心。时任江苏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高晓平评价它为“全国一流的残疾人托
养服务中心。”“世界手拉手”志愿者组
织创始人琳达·威廉姆斯这样说：“这个
项目将成为整个中国的典范。”

创新：残疾人托养模式
的突破

2010年，一部以自闭症家庭为创
作背景的电影《海洋天堂》触人心弦。
年龄 16 岁到 60 岁之间的自闭症患
者，因法律和救助制度的缺失，加之公
众对这部分人缺乏了解，导致他们不
少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陷入困境的
家庭有的甚至走向绝路。

要为这些“星星的孩子”打造一个
美丽的“海洋天堂”。2013年，残疾人
托养服务中心在西林开始启动，2014
年动工建设。为建设这个全国规模最
大、设施一流的中心，钟楼区打破条条
框框，开始了一系列创新突破。

首先是多元投入。该中心建设采
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赢”的
模式。由钟楼区政府牵头，区残联积
极推进，中国残联、国家财政中心、省
市残联给予 600 万元资金支持，减免
各种规费420万元。时任钟楼区残联
理事长的曹嘉康说，托养中心建设过
程中，还得到了常州天禄建设工程开
发有限公司、常州装饰材料协会及腾
讯公益等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项目
得到近 4000 万元的社会捐赠及上级
支持和减免。

其次是市场化运营。时任钟楼区
残联副理事长的徐琦介绍，托养服务

中心由江苏省 5A 级优秀公益助残社会
组织天爱儿童康复教育负责日常运营，
走“市场化、公益化、专业化”道路，主要
为心智障碍人群提供生活技能训练、择
业与就业能力培训、社区融合等生命全
程教育服务。

2018 年 3 月，钟楼区残疾人托养服
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总投资
5180 万元，建筑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可
容纳 200 名 7 周岁以上特别需要照顾的
残疾人，为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职业开
发和康复训练。在短短半年时间，中心
就有了六十多名学员，大多数是大龄自
闭症孩子。

托养：探索自闭症患者庇
护开发之路

钟楼区作为全省残疾人工作先进
区，有机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爱心组织
多方资源，努力探索全国自闭症患者庇
护开发之路，贡献了钟楼智慧，形成了钟
楼样本。今年 4 月，中国残联副理事长

程凯带领北大研究团队专程赴常州调
研，对中心能重视职业教育、注重技能培
养，帮助特殊学生掌握一技之长的“钟楼
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作为一名重度自闭症孩子的父亲，
杨建军于 2006 年创立了江苏省最大规
模的自闭症教育康复机构：天爱儿童康
复中心。钟楼区残疾人托养中心目前就
由该中心运营。

目前，国内专门针对大龄自闭症孩
子的机构少之又少，自闭症康复机构主
要集中在小龄段。大龄自闭症孩子从特
殊学校毕业或者康复中心出来后没有地
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做，甚至有很多大龄
自闭症孩子被关在家中，无法参与到社会
生活中，成为了许多自闭症家庭无法避免
的难题。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自闭症孩
子需要的是长期、专业、稳定的教育方
式。而钟楼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不仅
仅是一所学校，更是孩子们另一个成长的
家，让大龄残障人士能够就业。

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不走传统养残
之路。为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创造性

将托养和开发相结合，由托养庇护，教育
康复，职业开发三方面，打造全国一流
的、与欧美相接轨的托养服务理念，充分
融入人文关怀。

公益：希望更多的爱心商
企和个人参与

托养中心把职业和艺术作为托养项
目，通过赋能让残障人士能够有一技之
长，参与社会生活，自食其力。中心先后
与腾讯公益基金会、增爱公益基金会、
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基金会等公益组
织合作，在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
学院建立研究中心，联手常州大喜来食品
有限公司、久创科技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
共建职业工坊，在全国率先成立心智障碍
青少年职业艺术中心。创新性的推出职
业培训（培训与实训）+艺术疗愈（情绪干
预）+运动休闲的社会融合模式，积极探索
社会企业的运作管理机制，其中天喜儿就
业培训项目荣获民政部大赛银奖。

“目前，中心老师有七十多位。此
外 ，常 州 各 大 高 校 每 年 会 有 5000 至
6000 人次到中心做志愿者。”中心负责
人杨建军说，自闭症的孩子在绘画方面
有着“天才”般的表现，有些孩子在数学
方面的才能又让人惊叹。“因为每个孩子
都很特殊，我们会不断完善课程，创造更
多的可能性。”

据介绍，现在中心的孩子以走读为
主，之后会逐步以寄宿制为主要过渡，锻
炼学员的自我生活能力。中心的建筑由
同济大学设计，建筑拥有许多天井，充分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初衷是希望生
活在这里的孩子可以在这片自由的阳光
中充分生长，就像《海洋天堂》的主人公
大福一样，在自由的蓝海中，悠游嬉戏。

“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有人为他们架
构一条通往社会的桥梁，而托养中心恰
恰就是这座桥梁，让星娃们打开内心、走
向社会。”杨建军表示，非常希望有更多
的爱心商企和个人来参与，让自闭症人
士投身于职业体验、就业岗位，帮助他们
融入社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融洽的
康复与工作环境。

王可人/文 陈暐/摄

全国一流残疾人托养中心是怎样建成的

常州城里曾经有座大观楼，被
称为“三吴第一楼”。大观楼原址据
传为周瑜点将台，南唐时，称极高明
楼，是内子城的鼓角楼。宋嘉定年
间更名高爽楼。明正统年间知府莫
遇重建，称高明楼，清嘉庆年间重建
始称大观楼。但是，由于大观楼在
民国时期被损毁，对于绝大多数常
州人而言，大观楼只是一段遥远的
记忆和传说。2017 年 1 月，隐埋在
锁桥湾市河驳岸中 60 余载的一块
石碑终于重见天日。石碑为汉白玉
质地，高 1.73 米、宽 0.79 米、厚 0.23
米、重 1.5 吨。据 1992 年出版的钟
楼区志记载，大观楼碑原在常州府
署前大观楼内，为清嘉庆二年（1797
年）常州知府胡观澜撰文，字迹清
楚、保存完整。

胡观澜系安徽庐江人，先后任
职于湖北随州、浙江慈溪等地，其与

江苏渊源颇深。据胡观澜的履历折片
记载：“胡观澜，安徽人，年四十九岁。
由举人以知县用，乾隆四十年十二月
内用湖北随州知州，四十四年九月内
用江苏苏州府知府。”五十九年十二
月，胡观澜被补常州知府，这也是他第
一次知常州。但是仅仅四个月后，即
乾隆六十年闰二月，胡观澜却离任常州
知府，同年三月初八再次署苏州知府。
此次胡观澜任职苏州知府大概有三个月，
又于同年六月，第二次知常州，一直到嘉
庆二年七月，也就是胡观澜知常州的第三
个年头，他募集资金，重建门楼，并命名

“大观”。楼高百尺，气势巍峨，故大观楼
碑文云：“登斯楼也，东南西北俱可见百里
外，城郭市肆隐然在目前，烟云树木，帆
樯车骑⋯⋯往来络绎其间⋯⋯诚洋洋
乎大观也哉。”对于常州“毗陵”一称，大
观碑也给出了“官方”阐释：“其北而西
者，过五堰，起茅蒋，是为金陵；其东而

北者，穿震泽，起姑苏，是为平陵。常
州在二陵间，故曰毗陵。”

根据史料的记载，大观楼有着千年
历史，并且几经重建。那么，这块 220
岁的大观楼碑，又是怎样被砌进河岸的
呢？钟楼区新市路小虹桥一带老居民、
出生于1950年的卞荣生的母亲曾为江
南名园“暂园”的主人帮佣，暂园地处如
今新市路南侧的锁桥湾。老卞幼时经
常在暂园门口往来、玩耍，记得这块大
观楼碑当时就竖在暂园门口，后来锁桥
湾要修石头驳岸，这块石碑就不见了，

“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情”。
而大观楼碑又是怎样来到暂园门

口的，其中应该也有一番辗转。常州
地方文化研究会几位学者此前曾对大
观楼碑进行过寻访，查阅相关资料后
得知“民国十六年（1927 年）救火会拆
卸鼓楼旧基”，说的就是这座大观楼。

老学者吴继周说，几十年间石碑
被砌在驳岸中，有字的一面冲着河
水。夏天水位高时，它浸泡在水中被
流水冲刷腐蚀；冬天水位低时，它裸露
在外任由日晒雨淋。相比于区志上记
载的“字迹清晰”，如今碑上很多字已

经模糊了。
目前，大观楼碑已被妥善安置在

钟楼区政府一楼的“钟楼展馆”内。作
为常州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合，大观楼
碑将为研究钟楼乃至全市历史变迁、
人文积淀、城建发展提供一份重要史
料。 王远振

“大运河故事”征集开始啦，投稿
请联系《常州日报·新钟楼》编辑部，电
话 ：0519-88890092，电子邮箱 ：xzl-
news@163.com。地址：钟楼区委宣传
部1040办公室。

“钟楼老记忆”线索征集
“钟楼老记忆”开始线索征集啦。

如今，城市越长越高，节奏越来越快，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同样也带走了很
多。那些时光里的老建筑，那些岁月
里的旧回忆，那些城市里的老名片，还
有那些在大街上习以为常的画面，熟
悉的地方，想念的味道。曾经的钟楼
老记忆，你还记得多少?

投稿请联系《常州日报·新钟楼》
编辑部，电话：0519-88890092，电子邮
箱：xzlnews@163.com。地址：钟楼区
委宣传部1042办公室。

千载沧桑大观楼

大运河故事大运河故事

9 月 8 日上午，第三届志愿
者项目交流展示会在常州举
行。钟楼区依托大数据和互联
网技术，推出“时间银行”3.0版
本，以时间银行联盟互助平台
为依托，架构时间银行联盟体
系，并以时间币结算的方式，为
志愿服务塑造可持续生态圈。
现场吸引了与会领导、嘉宾以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交
流体验。

顾克琦 图文报道

钟楼打造
“时间银行”

3.0版

本报讯 9 月 5 日，钟楼区房
管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物
价局、建设局和属地街道等部门
开展房地产专项联合检查行动，
对钟楼区在建在售的房地产项目
开展实地检查。

在城市万象花园、星韵城、梧桐
香郡花园等项目建设现场，检查组

对项目信息公开、楼盘公示文件、销售
价格公示、广告宣传以及是否存在捆
绑销售车位、办卡认购等违法行为进
行了逐一检查。

为了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经营
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下阶段，
区房管局将与各部门保持联动，形成
合力，建立常态检查机制。 （吴力娅）

钟楼开展房地产专项联合检查

本报讯 来买东西就是做慈
善。9月5日下午，“龙城益市 益路
有你”2018中华慈善日暨常州慈善
超市试点启动仪式在钟楼区西林街
道东岱村邻里中心举行。现场还进
行了慈善超市合伙人授牌，北港慈
善超市成为首批合伙人。

据了解，北港慈善超市总共 20
多平方米，所售商品营业额的 3%-

5%都会纳入到一家公益性社会组织
的慈善基金，用于爱心帮扶。如暑期
每周一次针对辖区内贫困家庭孩子的
情商训练营，以及盛夏为环卫工人、爱
心客户供应的解暑饮品，每天 20 份。
今年开始，每周三，这间慈善超市还为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洗头和
理发的服务。3 年来，超市已投入 20
万元左右进行公益活动。 （钟宣）

北港慈善超市成为全市创新试点

近日，市财政局联合钟楼区财政局走进永红街道，开展法治财政宣传活
动。活动通过搭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接受群众咨询、文化活动创演等
方式，向市民宣传财政惠民利企支农相关法规政策，并现场征求群众意见建
议，共享公共财政的阳光。 刘夫先 陈暐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为严防染疫猪肉等生
猪产品进入市场，钟楼区市场监管
局南大街分局从 9 月 4 日至 18 日，
对辖区内的菜市场、大卖场、生鲜小
超市、冷鲜肉专营店、食品生产企业
和餐饮服务单位开展生鲜猪肉质量
安全专项检查。

目前，已检查辖区内 2 家菜市
场、2 家食品生产企业（含小作坊）、
3 家大卖场、4 家生鲜小超市、18 家

食堂和大中型餐馆。经检查，猪肉经
营单位均证照齐全，留有猪肉检验检
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
分销合格证明及票据，现场检查见猪
肉检疫标记，未发现未经检验检疫的
不合格猪肉。

南大街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
买肉类产品时，一定要查看是否有检
验检疫合格证及标记，如果发现没有，
可拨打12331举报。 （高志祥）

严防染疫猪肉 开展专项检查

本报讯 日前，钟楼区关工委
主办的“传颂英雄赞歌 传承红色
基因”娃娃道德讲堂在五星街道文
化中心开讲。

当天，佩带红领巾的近百名
小学生走进道德讲堂，认真聆听
了86岁的老党员、原中国人民志
愿军老战士戴必荣讲述其参加抗
美援朝战争的光荣经历和黄继光、
邱少云、罗盛教等革命先烈英勇献
身的战争故事。

此次面向青少年学生的娃娃道
德讲堂，是区关工委今年开展“传红
色基因、共话新时代、放飞青春梦”青
少年主题教育系列活动重要内容之
一，旨在教育培养下一代弘扬革命传
统，激发广大青少年学生爱党、爱国、
爱人民军队的革命热情，坚定少先队
员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发学习。

（李国瑞 刘岗)

“娃娃讲堂”老兵开讲

本报讯 9 月 10 日晚上，北港
街道运河苑社区举行首届睦邻文化
节，拉近了邻里关系。

阳湖拳、戏曲联唱、爵士舞、旗
袍走秀⋯⋯运河苑社区把小品、武
术、表彰等居民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组成文艺汇演，举办了“我们的节日
——首届睦邻文化节”。当天是第

34 个人民教师节，晚会还举行了一个
特殊的节目——对老教师进行表彰。
不少居民表示，这次睦邻文化节让大
家很开心，邻里关系也更亲密，氛围也
更和睦。

本次睦邻节由运河苑社区主办，
江苏银行常州钟楼支行和红心蕾阳光
驿站协办。 （陈小娟）

运河苑社区举办首届睦邻文化节

经过培训的“星孩”正在做沙拉

本报讯 日前，钟楼区举行新
兵入伍欢送大会暨军民共建道德
讲堂活动。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当天的会
议拉开帷幕，全体新兵战士入军营
锤炼体魄技能之前先在道德讲堂
上淬炼了精神。他们不仅通过短
片《致敬祖国守岛人》学习了王继
才先进事迹，入伍宣誓并向家长敬
军礼表达感恩，还在道德讲堂进行

军民共建环节——由新入伍战士发
表入伍感悟、新兵家长表态发言。

区领导寄语新兵青年要勤奋学
习坚定信念，时刻把爱国奉献铭记在
心，把责任扛在肩上，努力迈好军营第
一步，坚实走好自己的军营路，尽快实
现从普通青年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此外，区领导给新兵家庭代表
发放了“光荣人家”牌，并为新战士
发放纪念品。 （薛婷）

入伍宣誓 欢送新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