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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园归来”又有新进展。
连日来，常州止园模型正在苏州制

作。一个包含了止园与青山门一带景观
的止园精雕模型已完成总平面及鸟瞰效
果设计方案，目前正在加紧进行各元素
构件制作，计划于 8 月底来常进行现场
拼装。

模型包含止园与青山门景致

该模型以忠实于《止园图册》原作、
再现止园历史原貌为主旨。

承担该设计制作任务的苏州祥和古
建筑研究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建

筑与园林艺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周鸣介绍
说，从张宏绘作的 20 幅止园图来看，这
个明代园林至少有几方面特色：“首先，
它位于运河畔，边界处时而院墙时而水
体，加上园内东、中、西园间池水自然分
隔，打破了江南园林四周围墙庭院深深
的常规，使园内外风格整体布局自然，野
趣横生。”

“其次，它不失江南古典园林先抑后
扬、曲径通幽、移步换景的风格特色，尤
其园中假山、池塘、曲桥、拱桥、廊坊、亲
水平台、数鸭草棚等景观构筑元素一应
俱全，营造出丰富的对景、框景、借景、衬
景及障景等风景园林效果。再次，园中
纵向南低北高的地势变化明显，山水风
光丰富而自然，同时桃、梅、竹等植物种
类繁多，四季如春。”周鸣说，止园模型的
平面及效果设计方案，就将这些风格特
色最大限度地进行了浓缩提炼与再现。

除了园林本身的特色，一直在跟进
模型制作相关事宜的我市运河办智库专
家、文史专家薛焕炳介绍，此版模型还有
一个特点，就是将止园南面青山门一带
的景致也囊括了进来，以直观表现止园
作为文化地标的地理位置，及其借山、借
水、借城、借原生态植物的造园智慧等。

根据周鸣推算，止园实际占地面积约
35280平方米，合52.89亩。为反映园外
西南部青山门城楼城墙及水系等风貌，模
型实景占地面积扩大到58320平方米，合
87.43亩。按1:45倍比例缩小后，模型实
际面积为28.8平方米（6.4米×4.5米）。

8 月完成零件制作，再进行现
场拼装

具体负责止园模型制作的，是苏州古
建缩微模型行业中颇有名气的张年信。

记者了解到，张年信从事这一行已

经20多年。他曾是一名木匠，由他制作
的苏州古典园林模型在德国、美国、新加
坡、韩国等地都展出过，经典作品之一拙
政园，面积 20 平方米，是苏州园林博物
馆的重要展件。

他告诉记者，止园模型按设定比例
放样后，要分成 6 个板块制作，亭台楼
阁、山水、生物等，基本上全是手工活。
比如树木，要先用铅丝或者铜丝绞出树
干和树枝的造型，再用高分子材料包裹
出树皮、用丙烯颜料刷出颜色，然后用专
用海绵制作出树叶、花朵等，每一种、每
一棵树木做出来都不同，这样效果才逼
真。再比如，假山要表现出“瘦透漏皱”
的神韵，瓦片要做出花边滴水的效果等。

另外，虽然《止园图册》采用了写实
技法，但落实到模型制作，还有不少细节
需要根据明代园林风格特点、美学、功能
以及止园主人吴亮的文集进行推敲，再

予以呈现。比如园林中道路是碎石路还
是石板路，铺装是人字铺还是蓆文铺，窗
格形制是回纹还是满天星，桥梁材质是
青石还是其他，都要再做具体功课，以最
大限度还原止园意境。

因为体量较大，张年信预计，他和助
手一共四五个人要加班加点制作 5 个
月。“预计8月份完成全部零件制作，8月
底进行现场拼装”。

止园模型制作完成后，将作为“止园
归来”视觉大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广大
市民见面。

模型由园林发烧友出资定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止园模型是由
我市园林发烧友、民营企业家叶建伟出
资定制的。

“我们家祖祖辈辈搞建筑，父亲在武
进是小有名气的瓦工师傅。受父亲影

响，我对建筑一直很热爱，几段主要工
作经历也与工程建设密切相关。”因为
对园林建筑最为关注，叶建伟还在武
进国家高新区投资了一个占地200余
亩的园林项目——叶园。

自去年了解到止园的传奇故事
后，叶建伟就不遗余力地参与这座传
奇园林的研究与宣传，并酝酿让止园
以模型形式归来的相关事宜。“常州在
外特别有影响的园林比较少，止园是
常州的骄傲，使它回到常州也是大家
所期待的。”叶建伟说。

他还有意花一年时间于正在建设
中的叶园精心打造一个园林博物馆，

“约 2000 平方米，立足于宣传常州一
批有特点的园林，特别要精选4－5个
园林名作，以一景一角的方式再现精
髓，方便大家了解常州园林文化和历
史故事”。 周茜

模型大小为6.4米×4.5米，预计8月完工

我市一民营企业家出资——

常州止园模型正在苏州制作
运河运河
常州常州

本报讯 昨天，市民政局在龙
城古园举办清明诗歌汇暨 2019 年
海葬公祭活动，公祭2005年以来长
眠大海的 569 位逝者，以此进一步
推进殡葬生命文化和海葬服务融合
发展，大力倡导绿色殡葬、人文殡
葬、生态殡葬。

本次活动由市殡葬管理所、市
殡仪馆承办。

我市海葬工作启动较早。自
2005年以来，每年清明前后都会举行
一次集体海葬活动，至今已举办14届。

2015 年，我市在龙城古园建成
常州海葬纪念碑和海葬纪念广场，
将骨灰撒海逝者的名字刻上了纪念
碑，为海葬者家属提供了一个悼念
祭扫亲人的专属地点。每年清明节
期间，市民政局都会组织家属在此
举行海葬公祭仪式。

由于在殡葬人文化、环保化方

面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昨天，常
州市殡仪馆被民政部《公益时报》中
国殡葬周刊授予“全国优秀殡仪馆”
奖牌。为让市民零距离接触殡仪服
务机构、了解殡仪服务流程，该馆还
于当天举办了第六届公众开放日活
动。据了解，今年民政部第一次提
出殡仪馆公众开放日设置，而市殡
仪馆的该项工作走在了前列。

（陶玉婷 朱雅萍/文 胡平/摄）

我市公祭569位海葬逝者

常州市殡仪馆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区棉
船镇“灵芝号”渡口，是九江渡江战役
第一个登陆点，被称为“解放江西第一
渡”。彭泽区成为当年江西最早解放
的县城。

3 月 28 日，“寻迹百万雄师过大
江——长江沿线 8 市党报全媒体行
动”记者们冒着细雨，来到江边登陆
点。原彭泽县史志办主任高异介绍，
棉船镇以前称八保洲，解放江西首先
解放的就是八保洲，八保洲当时被国
民党吹嘘为“永远炸不沉的军舰”。

“灵芝号”渡口位于江西最北面，对岸
是安徽望江县，江面较窄，容易抢渡。
战略地位也重要，如果能把八保洲控
制住，就等于控制住了附近江面。

九江市党史办副主任柳秋荣告诉
记者，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第二、
三野战军在“西起湖口东到江阴”发起
渡江战役。“西起湖口”是战略部署，二
野在九江的渡江点不是湖口水域，而
是彭泽的小孤山水域。4 月 21 日凌
晨1时40分，二野第4兵团第13军第
37 师 109 团在此成功渡江，攻取八保
洲，进而解放彭泽。109 团后来被授
予“渡江杀敌第一功”。

柳秋荣介绍，二野渡过长江后，以九
江为基地，兵分数路向赣东北腹地和沿
浙赣边境挺进。九江成为解放军南下和
输送南下干部的重要通道，先后经过九
江运送的干部有4000余人，部队11590
人，弹药、被服43.5吨，大炮40门及其他
军用物资2112吨，遣送过往散兵及流亡
学生、难民共1893人。“可以说，九江有
力地支援了全中国的解放”。

马当镇 92 岁的路小牛是渡江战
役的亲历者。他告诉大家，他祖祖辈
辈都是这一带的渔民，渡江战役时，船
还是他划的。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凌

晨，下着毛毛雨，他的渔船载着 8 名
解放军，趁着雾气，悄悄驶向对岸。他
在船尾奋力划桨，船很快冲进对岸的
芦苇丛中。那年他20多岁，一点也没
感觉累。解放军上岸后，发出了信号
弹，敌军才发觉并开火，但为时已晚。

说着，路小牛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
张已经发黄、用塑料袋封住的《抢渡长
江光荣证书》，这是他珍藏了一辈子的

“宝贝”。记者看到，证书上写着“一九
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抢渡
长江、解放全国的作战中，船工英勇参
加，不怕艰难，横渡天险，在这一伟大壮
举中光荣立功，在革命历史上永垂不
朽！特制光荣证书，以为纪念。”“赠给
工友路小牛”，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十三军政治部”，盖有方形红章。

詹中平的父亲詹文春当年也参加

了运送解放军。詹中平说，父亲告诉
他，当年解放军选择了一个有雾的清
晨，用木盆载着燃烧的火把漂浮在江
面上，吸引了敌军大量炮火。“参与横
渡的民工，还是有 20 多人牺牲了，后
来我父亲和当地民兵将牺牲的民工埋
在马当新屋詹村后面的一块空地。”

《棉船镇志》主编、今年78岁的江能言
老人，清晰地记得当年解放军从他家
门前经过的情形，“他们个个都湿漉漉
的，还有人对我说‘别出来’”。

八保洲镇因为地形像船，又盛产
棉花，后来改名棉船镇。如今，“灵芝
号”渡口一带的芦苇荡已变身万亩良
田，是江西省油菜全程机械化示范基
地。又因为“解放江西第一渡”，这里
成为九江新兴的红色旅游点。

（刘一珉 陈暐 图文报道）

“寻迹百万雄师过大江——长江沿线8市党报全媒体行动”走进九江

解放江西第一渡

我市把骨灰撒海逝者的名字刻上纪念碑，为海葬者家属提供悼念祭扫
亲人的专属地。这是昨天市民在海葬纪念碑前沉痛悼念亲人。

本报讯 常州火车站清明节运
输方案出台，4 月 4 日至 7 日计划新
增旅客列车42列，以满足旅客踏青
出行需求。

新增的 42 对旅客列车主要集
中于上海、南京、合肥、徐州、阜阳等
方向。其中，常州站新增普速列车
17 列、城际列车 17 列，常州北站新
增高铁列车 7 列，戚墅堰站新增城
际列车1列。新增旅客列车中，有4

对 常 州 至 上 海 的 始 发 终 到 列 车
（K5801/K5802、 D9565/D9564、
G9285/G9286、G9289/G9290）。

此外，铁路常州站推出旅客
团体票协助办理服务，旅客可在
每 日 8:00 － 17:00，拨 打 团 体 票
服务热线 0519－85060162，工作
人员将第一时间受理团体票办理
业务。

（刘猛 宋婧）

4日—7日：

常州火车站新增42列旅客列车

本报讯 第 20 届西林文化艺
术节于 4 月 4 日开幕，经典滑稽戏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将再次上演。
该剧根据常州作家高晓声小说中的
人物“陈奂生”进行新编，曾受到省
委书记娄勤俭、市委书记汪泉等领
导的高度肯定。今年，该剧成功入
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全国舞
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文化和旅游
部戏曲剧本孵化计划。

第20届西林文化艺术节将历时
4天，融传统性、娱乐性、时代性、艺术
性、民俗性为一体，节目丰富多彩。

西林是戏曲之乡，本次艺术节戏曲依
然是主打，有锡剧、越剧、沪剧等折子
戏经典选段及戏曲联唱。而常州滑
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将于4月6
日晚 7 点在西林公园西大门广场上
演，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去免费观看。

据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首届
民俗风情展示周活动，创新了西林
三月三传统庙会的内容，在传统庙
会的形式上融入糖人、面人、烙画等
民间艺人传统手艺集中展示，并举
办画脸谱、十字绣等非遗民俗文化
体验。 （王可人）

西林街道举办第20届文化艺术节

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6日晚演出市民可免费观看

本报讯 作为春节后的首个小长
假，清明节将迎来一波出游高峰。常州
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 3.4 万人次，同
比增长41.7%。

随 着 常 州 机 场 执 行 夏 季 航 班 计
划，常州机场班车时刻表进行了相应
调整：常州客运中心候机楼首班时间
调整为 4:40，通江路候机楼首班时间
调整为 5:00，武进汽车站候机楼首班
时间调整为 4:40，武进候机楼首班时
间调整为 5:00，汽车客运东站首班时
间调整为 7:45，经开区候机楼首班时
间调整为 8:00，常州高铁北站首班时
间调整为 8:30，靖江城市候机楼首班
时间调整为 6:00，返程时间也进行了
对应调整。

此外，巴士管家协同常运集团开通
了常州至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定制快
车。机场定制快车由常运集团提供4座
轿车、6 座商务车，在常州大市范围内均
可上门接送，时间灵活，直达机场，市民
可直接在巴士管家 APP、小程序、微信
公众号等多个渠道在线下单预约。具体
详情可查看“巴士管家”时刻表或咨询：
051988801675，18505199959。

截至目前，清明小长假期间部分航
线票价仍有较低折扣，福州－常州 120
元起，常州－大连380元起，常州－太原
320 元起，常州－西安 310 元起，常州－
重庆420元起，等等。

（常运宣 机场宣 宋婧）

清明节小长假——

常州机场预计客流
同比增长４成以上

图为路小牛向大家展示《抢渡长江光荣证书》。

2日上午，17名抗战老兵齐聚常州天府陵园抗战英雄纪念碑前，共同祭扫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常州英烈。
当天，我市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会会员们向长眠于常州大地的英烈们敬献花篮，并为抗战老兵们和抗战历史研究事业

捐资5326元。 秦坚毅 摄

（上接 A1 版）对违法企业要一律落实停
产整顿、上限处罚、关闭取缔、追究法律
责任“四个一律”措施，始终保持监管高
压态势。对安全整改不落实、整改不到
位的，特别是出了事故及事故整改不力
的，要坚决严肃问责。

丁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
求，层层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要坚
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加大力度
推进化工行业专项整治，重点整治沿江
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以及城镇人
口密集区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从环保、安全等方面提高门槛，推动
企业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加强
本质安全。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必须以安
全为前提，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会议部署全市近期安全生产重点工
作并听取专项工作汇报。根据省委、省
政府工作部署，并紧扣全市安全生产工
作实际，市政府决定立即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督导和明查暗访，进
一步推动安全生产大检查出真招、见实
效、保安全。同时，针对重点行业领域、
重点区域、重点作业环节、重点企业、重
点问题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加大违法违
规行为事前处罚力度，集中进行暗查暗
访、联合执法、联合惩戒、“黑名单”管
理。针对春季森林火灾高发态势，深入
开展火灾风险排查，严格落实野外火源
管理措施，加强公墓、寺庙、风景旅游区
等场所的火源管控。强化值班值守，严
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健
全应急指挥和联动处置机制，完善细化
各项应急处置预案，着力提升应急管理
水平。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佳中作工
作部署，副市长常和平、许峥、陈正春和
市政府秘书长杭勇出席会议。

当天，丁纯还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
议，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韩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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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多云

转阴，傍晚到夜里
阴有时有小雨，东
南风 3 到 4 级，今天
最高温度 18℃，明
晨最低温度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