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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经过清潭路，道路东首高耸的
红砖烟囱都是无法忽略的一道风景。它
静静站立在国光 1937 科技文化创意园
的一隅，与周围洋溢着浓郁工业风的老
厂房、老建筑一起，守望着城市一角。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光的这个
老厂区见证了我市乃至我国电子工业

（计算机工业初期）的发展。作为我市唯
一电子工业遗存建成区，最近几年，伴随
着文化与创意的注入，这里又焕发出新
光彩，成为市民休闲慢生活的去处之一。

见证我国电子工业发展

国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7 年成
立的常州协进浆纱厂，后几经变迁，从金
属网厂、第二无线电厂，一路发展到电子
计算机厂、国光电子总公司，直至 2000
年引入多元经济成份，设立江苏国光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常计电子实
业有限公司。

在常州常计电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吴长荣眼中，其间的每一次转型，都不
同寻常。

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一无织网设备、
二无织网技术、三无织网经验的情况下，
国光前身——金属网厂克服重重困难，将
原来的织布机改装成织网机，闯出了一条
铜网生产之路，工厂研制的钨金属网，为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作出了重大
贡献。之后，P22双层金属网可拆卸式屏
蔽室，又为军方及保密单位大量使用，并
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生产金属网产品需要用木头制作
木质外框，一棵棵原木都是通过运河经
白荡河运到厂区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
到上世纪80年代。”吴长荣说。

工厂转型进入 IT 行业后，吴长荣也
见证了一批代表当时我国电子工业最高
水平的前沿产品的诞生：中西文汉字终
端（HZ8401）开计算机中文化先河，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数字电报终端机

（SC801）打破国际垄断，获全国科学大
会奖；国产计算机（DJS200/100）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国产调制解调器“猫”

（FM2400）获国家质量金奖⋯⋯国光成
为名副其实的“国之荣光”。

开国中将热心奉献

新产品屡屡在全国市场发声，既是
常州电子工业实力的证明，也是对江苏
唯一开国中将——王诤将军热心奉献家
乡的回报。

市王诤研究会秘书长陆汉伟介绍，
国光 1937 老厂区称得上是这位共和国
信息产业之父亲自规划布点的一个电子
工业基地，一路成长离不开王诤的关怀
与指导。

1964 年，王诤担任四机部部长，主
管全国电子工业后仅仅 1 年，就回家乡
常州进行电子工业发展布局，使得常州
电子工业水平在省内仅次于南京。常州
金属网厂加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项
目，就缘于他的亲自决策。

上世纪70年代，已经更名为常州第
二无线电厂的该厂研制台式计算机，并
打算转入批量生产。王诤视察后勉励
说：“电子计算机要放手搞，还要搞大面
积集成电路的计算机。”一番鼓舞令全厂
上下士气倍增。在之后四机部召开的全
国台式机和袖珍计算机的专业会议上，
该厂生产的 DJS-102 型全集成电路台
式机大放光芒，获得一致好评。

此后，国光逐渐成为国内中西文终
端开发生产的主要企业，产品市场覆盖
率一度达40%。

一次次推动，为国光成长为国内最重
要自助终端生产基地之一，同时也是国内
最先进电磁屏蔽设备生产基地、我军重要
军工产品生产基地打下坚实基础。

保护与利用并举

2011 年，为缓解城市中心交通压
力，同时也为适应国光事业发展新需
要，国光公司生产车间整体搬迁到位于
钟楼开发区松涛路 52 号的国光信息工
业园，市区老厂区仅保留研发、管理与销
售功能。

大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被闲
置下来，如何利用其独特风貌碰擦出活
化利用的火花，成为国光思考的新问
题。2014年1月1日，以老厂房为基础，
秉承“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
理念，经过精心打造的国光1937科技文
化创意园正式开园。

在这一次国光老厂区的“变身”中，
建于1971年的热处理车间，挂上了木棉
花创意餐厅的招牌；建于1978年的大型
折弯冲压车间，变成了小香阁菜馆；建于
1981年的冲压车间和机修车间，化身米
图空间；建于 1989 年的总部办公楼，成
为汉庭快捷酒店；一批信息科技、互联
网、信息安全技术、高端 IT 产品工业设
计等创新企业陆续入驻；园区还陆续利
用金属屏蔽加工车间，建成国光历史陈
列馆、王诤将军纪念馆等，为工业遗存注
入更多文化内涵。

保护和利用并举的做法，不仅为老
常州书写下时光记忆，也为有梦想、爱创
意的年轻人开启新的灵感空间，受到市
民点赞。 周茜

工业遗存系列之四

国光：我市唯一电子工业遗存建成区
运河运河
常州常州

本报讯 昨天上午，由市文明
办、团市委和市轨道公司共同主办
的“文明公约 地铁同行”——常州
地铁志愿者招募启动仪式在人民公
园雷锋广场举行。

常州地铁 1 号线今年底开通试
运营。地铁作为城市最现代化的交
通工具，是引领城市文明发展、树立
和推动城市文明风尚的名片。本次
志愿者招募名额为 100 名，时间为
4月18日－5月18日。

地铁开通后，志愿者将协助乘
客使用自动售票机购票、刷卡过闸；
引导乘客安全使用各类自助设备设

施；为乘客提供换乘、周边信息、公
交信息、旅游景点咨询服务；引导乘
客文明排队乘车，维持站内秩序，营
造良好的乘车秩序和环境。

感兴趣的市民可登录常州地铁
官 网（http://www.czmetro.net.
cn/），点击“运营管理”模块中的“志
愿者报名”，进行信息注册；如果社
区、学校、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有
意向报名可与轨道公司取得联系。

活动现场，市文明办、团市委代
表分别向“红小梦志愿者服务队”和

“同心圆志愿者服务队”授旗。
（沈琳 宋婧）

常州地铁招募100名志愿者

溧阳市别桥原乡景区深入挖掘乡土旅游资源，以稻草塑形组群为特色的“稻梦空间”，以别桥古代名士和动物等为题材，使用田里的废弃稻草进行塑形，在前一个双休日吸
引了不少市民。 高岷 史茵杰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记者 17 日从孟河镇
有关部门获悉，为溯源孟河医派，弘
扬中医文化，4 月 21 日，国医大师、
肾病专家、孟河医派传人邹燕勤将
与多位名中医赴孟河中医医院开展

“不忘初心·寻根问道”活动，部分名
中医当天将提供义诊服务。

本次活动，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的
肾内科、妇科、消化科、心内科、呼吸
科、骨伤科的10多位专家利用休息
时间，到孟河医派的发源地，为患者
和市民提供义诊和健康咨询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为提高义诊效

果，本次义诊免费，但须挂号就诊，
原则上每位专家限号20个，个别特
殊情况除外。患者和市民可拨打电
话 0519-85080233 或者到孟河中
医医院预约挂号。专家号资源有
限，预约成功后如有事不能前往的，
请务必在义诊前一天16：00前电话
通知取消预约。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中医药学会、
江苏省中医院、常州市新北区科技镇
长团主办，孟河镇政府承办，孟河中
医医院、孟河医派传承学会协办。

（郑月莲 周瑾亮）

4月21日上午：

江苏省名中医赴孟河义诊

时 间

4月21日上午
9:00-11:30

地 点

孟河中医医院门诊
二楼（体检中心）

科室

肾内科

妇 科
消化科
心内科
呼吸科
骨伤科

专 家

孙 伟、盛梅笑、
许陵冬、陈 岱、王身菊

周惠芳、夏亲华
陆为民、钱 斐
刘福明、刘 健
杨继兵、徐 静
茆 军

义 诊 专 家 表

本报讯 在第 24个“世界读书
日”来临之际，常州市互联网新闻中
心、常州市博客文化研究会共同开
展“分享一本科普读物，感受书香常
州”读书分享活动。

4 月 17 日至 5 月 16 日，邀请读
者参与读书分享活动。读一本科普
类的优秀读物，用文字记录该书亮

点或阅读体会，字数不限。作品请
发 表 于 中 国 常 州 网“ 龙 城 博 客 ”

（http://blog.cz001.com.cn/），标
题注【读书】。作品言之有物，积极
向上，被点赞或评论数量 23 个以
上，将有机会角逐龙博悦读金、银、
铜奖。

（龙博）

邀请您参加——

科普读书谈感受

本报讯 17 日，花甲之年的常
州创业建筑监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庄深接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
电话，告知他所著长篇小说《根》，将
由该出版社出版。

据悉，庄深自去年 7 月起，在加
拿大用 4 个月时间写成这部 55 万
字的小说。

庄深祖籍是江苏溧水，作品通
过庄家独子庄坤林在民族危亡之
际，毅然抛弃富裕的生活，投身保卫
祖国的时代浪潮，不惜抛头颅洒热
血，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精神，
更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
不屈精神。

《根》的时间跨度从 1907 年至

1952 年。小说以庄家为中心，还叙
写了黄、袁、刘、赵、李等家族的关
系，展示了伟大的博爱精神。

小说文字功力深厚，内容曲折生
动，是一部感人的抗日长篇小说。小
说中许多故事、场景和人物都有原型。

作者庄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
庄深的祖父庄坤寿早年在震旦大学
读书，抗战爆发，担任新四军韩胡区
副区长，从事艰难的抗战工作，于
1943 年 8 月光荣牺牲。日军残忍
地割下庄坤寿的头颅，悬挂在溧水
城隍庙的旗杆上几天几夜，成为轰
动茅山地区的一大惨案。庄深自小
还从当过红军的姑父及其战友口中
听到许多真实的故事。 （黄智平）

我市企业家庄深著——

长篇小说《根》将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报讯 今年 11 月 7 日是新
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 80 周年纪念
日。为纪念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继承和
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我市将举
办纪念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活动，其
中相关征文活动已经启动。

本次征文活动由中共常州市委
党史工作委员会、常州市中共党史学
会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联合
开展。征文分理论文章和散文两类，

要求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新四军
在苏南抗战有关，弘扬“铁军”精神，
抒写水西情怀，探讨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成立的历史意义和时代影响。理
论文章和散文字数分别不超过8000
字和3000字。届时，相关部门将对
应征作品进行评奖，并邀请获奖作者
在研讨会上进行学术交流。

征文活动联系人徐玉霞，邮箱：
35355248@qq.com， 电 话 ：
13915872128，截稿日期为 8 月 31
日。 （周二中 朱雅萍）

纪念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80周年

我市开展相关征文活动

本报讯 市白蚁防治中心 17 日
下午发布预警预报：今后一段时期我
市最高气温将基本稳定在 25℃以上，
根据我市主要白蚁的生物学特性，白
蚁有翅成虫即将大量分飞，白蚁分飞
高峰期主要集中在 4 月中下旬至 5 月
中下旬，时间点主要在中午前后。

据介绍，我市是白蚁危害较严重
地区，主要是散白蚁危害，每年 3－6
月是白蚁分飞期。白蚁分飞，是指白
蚁群体会产生大量有翅成虫，在气候
条件适宜时，有翅成虫飞离原来的群
体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新的群体的现
象。近期，随着我市气温升高，白蚁活
动逐渐活跃，有居民家中发现大量黑
色、长翅膀且翅膀很容易脱落的虫子
飞出来。今年到 4 月 15 日为止，我市

（含武进、金坛、溧阳）已接待260户白
蚁报治。

市白蚁防治站技术科科长王秀梅
介绍，白蚁虽然危害建筑物，但既不咬
人也不传播病菌，所以市民发现白蚁
分飞不要恐慌，可以采用三种方法先
自行消灭白蚁的有翅成虫：一是用蝇
拍等工具直接拍死；二是在分飞处下
方放一盆水，白蚁掉入水中可淹死；三
是用扫帚把白蚁扫到一起，在地面上
用开水烫死。需要提醒的是，发现白
蚁切勿直接对白蚁飞出来的部位喷杀
虫剂或灌注开水，否则将破坏白蚁危
害症状，不利于专业人员勘查灭治，还
可能导致白蚁进一步转移扩散。

“有翅成虫的主要作用是繁殖扩
散，其分飞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一般分
飞 1－3 次后就不再出现，但实际上
工、兵蚁仍然在内部危害。”王秀梅提
醒，即使白蚁不飞了，仍需要进行专业
的灭治处理，若不及时治理，任其繁殖

可能造成更大危害。
近年有人冒充我市专业机构开展

白蚁灭治，灭治效果差、收费高，一户
居民灭治两个门框花了1000多元，还
没灭干净。而市白蚁防治中心按照灭
治的面积收费，两个门框收费 120 多
元，所以市民灭治白蚁谨防上当受
骗。另外，灭治白蚁的药液和药粉有
低毒性，一定要向专业机构报治。

目前，我市白蚁防治专业机构有：
常 州 市 白 蚁 防 治 中 心 ，电 话 ：
86631064，86600766；武进区白蚁防
治所，电话：86310424；金坛区白蚁防
治所，电话：82880737；溧阳市白蚁防
治站，电话：87285809。市民还可通
过微信搜索“常州市白蚁防治中心”

“武进白蚁防治”，添加关注后在线咨
询、报治。

（住建宣 周瑾亮）

切勿直接喷杀虫剂或灌开水，而必须进行专业灭治

我市又到白蚁分飞季节

本报讯 第 24 届全国中小学生绘
画书法作品比赛常州赛区赛事日前启
动。比赛分设幼儿组、小学组、初中组、
高中组和残疾人组，5 月底前接受初赛
报名。

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创
办于1995年，至今累计有几百万人次少
年儿童参赛，影响力遍及全国 23 个省、
自治区。本届比赛仍由中国儿童中心主
办，《中国校外教育》杂志社有限公司承
办，是教育部确定的2019年度面向中小
学生的29项全国性竞赛活动之一。

据介绍，今年的赛事主题为“美好家
园”，旨在引导少年儿童向新中国 70 岁
生日献礼，用多彩画笔描绘改革开放以
来祖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绿色家园，
畅想新时代科技腾飞，激发少年儿童爱
国、强国、报国之心，促进全面发展。比
赛以绘画和书法作品比赛为主赛，以工
艺设计作品（包括民间美术、电脑美术、
陶艺制作等）和摄影作品比赛为附赛。

在常州赛区比赛中，5 个组别将分
别设立奖项，脱颖而出的少年儿童将有
机会参加全国复审与总决赛，与中外优
秀艺术家面对面交流，并参加全国作品
展与冬夏令营等。

常州赛区比赛由中国儿童中心授权
常州青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苏
燕鸥研学策划有限公司承办，有意参赛
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燕鸥研学”获取报
名信息，咨询电话18915011775。

（揽澜 周茜）

接受初赛报名

全国中小学生绘画
书法作品比赛启动

本报讯 因延陵路（邮电路—南
大街）轨道施工，常州公交对涉及的
B2、B21、B22、B23、B12、Y1等14条公
交进行临时调整，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B2、B21、903、Y1 路：由东往西
方向行驶至南大街路路口后，调整行
驶南大街、西瀛里、早科坊至延陵路路
口后恢复原行驶路线。Y1 路因道路
条件限制，改成单车运营。

B22、12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
小河沿延陵路路口后，调整行驶公园
路、西瀛里、早科坊至延陵路路口后恢
复原行驶路线。

B23、39、24 路：由东往西方向行

驶至西横街路口后调整行驶西横街、
怀德路至延陵路路口后恢复原行驶路
线。临时撤销“北大街”南行、“瞿秋白
纪念馆”西行停靠站；调整路段增设

“西横街健身路”西行、“江南商场”南
行临时停靠站。

B12、6 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
北大街路口后调整行驶北大街、西横
街，至怀德路路口后恢复原行驶路
线。B12路临时撤销“怀德路延陵路”
北行BRT停靠站,6路临时撤销“江南
商场”北行停靠站；调整路段增设“北
大街”北行、“西横街健身路”西行临时
停靠站。

212、231 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
至南大街路口后，调整行驶南大街、西
瀛里，至安阳里小区。临时撤销“瞿秋
白纪念馆”西行停靠站；增设“西瀛里”
西行临时停靠站。

232 路：开往瞿秋白方向行驶至
北大街延陵路路口后，调整环绕南大
街、西瀛里、早科坊、延陵路，至北大街
返回。临时撤销“瞿秋白纪念馆”西行
停靠站。

以上线路调整后投放车辆、票制
票价均保持不变。等现场交通管制结
束后，即时恢复原线行驶。

（杭汉军 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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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切实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全面加强市委对全市外事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加强总
体谋划，围绕全市年度对外工作要
点，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真正把全市
涉外各个领域工作统起来、管起来。

会议讨论研究了 2019 年我市
外事重点工作安排、国际友好城市
发展计划和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工
作规则起草情况等。

市领导丁纯、方国强、陈正春和
市政府秘书长杭勇出席会议。

（宋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