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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建立常州市爱国统一战线教育基地，是加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举措。去年11月，市委统战部命名授牌李公朴故居等8个单位为首批常州市爱国统一战线教
育基地，在广泛宣传统一战线理论、继承发扬统一战线优良传统、扩大统一战线社会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11月，市委统战部组织开展第二批常州市爱国统一战线教育基地评选工作，命名常州青果巷统战群英厅等5个单位为常州市爱国统一战线教育基地，进一步加强基
地的建设、管理和使用，加大对我市统战教育资源的挖掘、保护、开发、利用力度，为“同心种好幸福树，聚力建好明星城”，建设“强富美高”新常州做出新贡献。

——第二批常州市爱国统一战线教育基地正式发布

厚植爱国情怀 凝聚思想共识

在我国统一战线发展历程
中，涌现出一批具有重大历史贡
献的常州统战名人。中共常州市
委统战部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
意见建议，遴选出常州十位统战
名人——民主斗士李公朴、法学
大家史良、数学泰斗华罗庚、国之
大医吴阶平、爱国实业家刘国钧、
民族工商业者杰出代表刘靖基、
当代艺术大师刘海粟、“汉语拼音

之父”周有光、新文化出版家徐伯
昕、国际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陈
列于常州青果巷统战群英厅。他
们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彰显了坚
定的政治信仰、强大的人格魅力、
深厚的学术造诣和高尚的精神风
范。他们参与并促成了中国统一
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蓬勃发
展，成为铭刻在常州乃至全国统
战事业进程中的不朽丰碑。

常州青果巷统战群英厅
常州中山纪念堂，位于钟楼区大庙弄内，是一

座两层重檐歇山顶的宫殿式建筑，青砖筒瓦，面
阔三间，宽19.7米，进深19.2米，是常州现存为数不
多的民国建筑之一，也是常州唯一一座纪念中山
先生的文化建筑。1987年12月被列为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2011年12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3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常州乡绅捐资
在大庙弄城隍庙旧址上建造了中山纪念堂。新
中国成立后，中山纪念堂成为常州专员公署驻
地。2016 年 3 月，修缮一新的中山纪念堂向市

民免费开放，堂内陈列了赵凤昌、庄蕴宽、吴殿英等
一大批常州仁人志士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辛亥革
命的事迹，其中的一间展室栩栩如生地还原了孙
中山先生1912年元旦从上海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
统，乘火车途经常州受到群众欢迎时的场景。

2016 年 10 月，孙中山先生曾侄孙孙必达夫
妇参观中山纪念堂，并亲笔题写了“振兴中华”四
个字，这是建成以来首次迎来孙中山后人前来参
观祭拜。中山纪念堂现也成为常州民革中山博爱
之家，作为民革党史教育和党员教育基地。

中山纪念堂

常州盟史馆坐落在青果巷历史
文化街区。青果巷的礼和堂分为老礼
和堂和新礼和堂两部分，新礼和堂最
南一进开辟为常州盟史馆，2019年4
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

常州盟史馆建筑面积 120 平
方米，馆内包含序厅、东厅、西厅、
荣誉厅等部分。序厅的左侧简要
介绍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历程，右
侧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国家、省、市
各级领导对常州民盟的关怀和指
导。东厅浮雕中，站在最前面的是

“民盟常州三杰”，浮雕两边“薪火
相传同舟共济、立盟为公参政为
民”这两句话深刻地总结了民盟与
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

历史经验，准确表达了民盟救国忧
民、履职为民的目标和理念。西厅
牌匾是楚图南先生题写的“北门书
屋”，厅内展示的仅仅是“北门书
屋”一个缩影，“盟”字组成的异形
书柜寓意常州民盟始终不忘合作
初心。

常州盟史馆内设“立盟为公、薪
火相传”“参政为民、凝心聚力”“社
会服务、创新发展”三个篇章，充分
展示出常州民盟成立发展的奋斗历
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既是统一
战线开展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阵
地，也是凝聚广大盟员政治共识、不
断巩固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的重要载体。

常州盟史馆

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家、音乐家、
科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
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
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

赵元任艺术中心位于常州市青果巷 16 弄
（15-22号），系赵元任故居，原名“湛贻堂”，由其
祖父赵曾向于咸丰年间建成。赵元任出生于天
津紫竹林的一座深宅大院，祖父任冀州
直隶知州。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岁
的赵元任随父母护送祖父灵柩回家乡
常州安葬，从此在常州度过了童年和青
少年时代。赵元任艺术中心占地面积
达4.437亩，坐北朝南，建有平房、回形
楼多进，为硬山造砖木结构建筑。赵家
原来共有六进房子，包括弄堂对面的房
子，那里曾是赵家的柴屋和厨房间。第

一进两面是“轿厅”，第四、五进为回字楼，第六进为
平屋，是赵元任的居所。1910年，赵元任以第二名
的成绩考取清华学校第二批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
赴美留学，从此走向世界。

赵元任艺术中心主要展示赵元任的成长历
程，突出其在中国现代语言学、音乐学、教育学等
方面的成就和地位。

赵元任艺术中心

唐 顺 之 (1507- 1560)，明 代
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
抗倭英雄，自号荆川先生，武进
(今江苏常州)人。明代常州文脉
的继承和发扬者，毗陵唐氏家族
的杰出代表。

唐荆川纪念馆是常州地区唯
一全面反映乡贤唐荆川成就的专
馆，馆址位于青果巷 86-88 号的
唐荆川宅贞和堂。贞和堂现存建
筑五进，第一进为原轿厅翻建。第
二进西首三间为贞和堂原大厅，是
常州保存下来的最大楠木厅，坐北
朝南，为一完整“纱帽厅”。大厅东
侧走廊壁间嵌有唐荆川外孙、明书
法家孙慎行撰书的《保合堂记》碑

刻，系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
碑）孙慎行为唐荆川子鹤徵80大
寿所作。第三、四进为二层四开
间。其间天井有围墙相隔，开月洞
门相连，月洞门上有隶书“颐豫”二
字。第五进原为厨房和唐荆川养
马处，现为单层四开间，其南侧天
井中有一南北向走廊。2019 年
10月16日，贞和堂作为唐氏民宅
之一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唐荆川纪念馆内以唐荆川专
题陈列为主体，介绍了唐荆川一
生的经历和高尚品行，并突出其
在文学、思想领域的成就，以及抗
倭备虏的功绩。纪念馆的建设以

充分尊重古建筑为宗旨，通过对贞
和堂的场景复原，展现明代常州地
区世家大族的生活风貌，是人们缅

怀常州先贤的胜地，也是世界各地
毗陵唐氏后人寻根问祖、敬谒荆川
的精神家园。

唐荆川纪念馆

新北区吕墅小学自开设劳动课程以来，就把传统的女红列为五六年级女学生的必修课程。该校女教师拜民间
老艺人为师，苦练绣艺，悉心传授给学生，使本土的民间手工艺得以传承和延续。 徐志强 马英 黄智平图文报道

6 日，溧阳市戴埠菜市场。记者看
到菜场四周道路整洁、畅通，沿街店面规
范、有序；菜场入口处，每日菜品采样检
测数据均公布于墙，250 多个固定摊和
50 多个自产自销临时摊摆得井井有条，
各式菜品区统一设计、统一管理。

在戴埠菜市场经营 15 年的王国超
对记者说，原来这里有“四多”——流动
摊贩多、店外出摊多、乱堆乱放多、违章
停车多。“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做起生意
来心情都好，这里还成为上海、苏州等地
游客的必到之地呢。”

戴埠菜市场年交易额达 3 亿元，属
溧阳市最大菜市场。去年，因菜市场日
常管理不善、公共区域卫生保洁差等问
题，被常州市政府列入城市长效综合管

理重点难点问题督办项目。
戴埠菜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余素

成告诉记者，为改变菜市场脏乱面貌，
镇政府投入 600 多万元对菜场配套设
施进行改造，投入 100 多万元改造了菜
场停车场，菜场四周统一施划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标志标线，并安装警示桩、标
志牌。市场内按照规划设计要求，统一
设计、统一制作，实行标准化柜台，地下
管网全方位铺设，甚至连杀鱼、杀鸡池
都是采用不锈钢制作台。“硬件设施到
位后，我们就联合城管、市场监管等部
门对菜市场内外进行综合整治，清除场
外乱堆放、乱搭建等，取缔流动摊点，把
所有自产自销摊点纳入室内经营，净化
市容市貌和街道环境。”余素成说，经过
几个月治理，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在今
年溧阳市文明办和市菜管中心第三季
度考评中，戴埠菜市场在溧阳 21 个乡
镇菜市场考评中名列第一。

徐蘅 秋冰

从环境脏乱到规范有序

本报讯 近日，常州丹金船闸对收费系统
停服更新，取而代之的是启用船舶过闸费财政
电子票据功能。该举措使得船民过闸费缴纳
真正实现从缴费“不见面”到取票“不跑腿”。

电子票据启用后，船闸对所有过闸缴费
行为（包含柜面缴费、便捷过闸自助缴费）都
不再开具纸质票据。船民缴费完成后，系统
自动将电子票据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形式发送
给船民。手机号可由船民通过便捷过闸
APP 自助修改，或在收费系统中进行设置，
以便及时接收到电子票据短信通知。凭通知
短信可到江苏省财政电子票据互联网查验平
台网站查询下载电子票据，并自行打印作为
报销凭证。若遗失开票信息，可以联系船闸
补发一个月以内的电子票据短信通知。开通
便捷过闸的船民还可以在便捷过闸 APP 的
过闸记录中查看和下载电子票据。

为有效帮助船民使用电子票据，丹金船
闸将第一时间召开由科信科牵头的专题学
习，保证全体一线职工充分掌握使用电子票
据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并在今后的工作
中总结经验，完善操作规程和方法，推动丹金
船闸“互联网+”再深化。 （冯雷虹 宋婧）

从缴费“不见面”
到取票“不跑腿”

（上接A1版）认为常州以“一核
两区多园”为主要阵地，从园区
平台建设、人才项目服务等层
面，咬定目标，共同发力，不断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

改善区域创新生态环境，成效显著。
吴恒表示，修订《科技进步法》是

贯彻党中央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重要举措。调研组将会把常州对
区域创新发展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带回去认真梳理研究，提炼归
纳，为《科技进步法》的修订提
供现实依据，使其更好地发挥
作用。

（刘一珉 陈陈）

就《科技进步法》修订开展专题调研

（上接A1版）
武 进 区 洛 阳 镇 党 委 中 心 组 围 绕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
辅导百问》《安全生产应知应会》等内
容，开展了系统学习，并就贯彻落实进
行讨论。与会人员表示，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掌握
其内涵要义，要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
问题，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
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天宁社保联合雕庄街道人社所、朝
阳花园社区，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和第六个学习日活动，开
展“追根溯源忆初心、弘扬传统担使命”
为主题的夕阳大讲堂系列讲座之民俗
文化进基层活动。党员志愿者通过学
习强国平台、展板等形式进行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宣传，把全会精神传递给退
休居民。

钟楼区南大街街道东头村社区党委
组织党员群众、社区工作者和非公企业
支部党员，在许巧珍工作室开展第六个
学习日活动。大家在东头村社区党委书
记孙国荣带领下，学习了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并围绕全会提出的“坚持和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
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要
求，就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进行热烈讨
论。社区党员们对“党建引领网格化治
理”“志愿服务促进社区和谐”等议题发
表意见和建议。

钟楼区永红村委开展以“发挥制度
优势，提高治理效能”为主题的学习日活
动。村委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活动。党总
支书记金杰带领大家重点学习《决定》。
大家表示，要把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紧
密结合在一起，深化村组网格化管理，消
除服务盲区，实现零距离服务群众。

（李伟海 朱雅萍 朱莉娜 俞兢 马
浩剑 周瑾亮 凃贤平 黄洁璐 徐蕾 郑
蓓 何嫄 周兰 周彦婷 闵玉娇）

宜居常州宜居常州 你我共建你我共建
本报讯 “非法排放废乳化液，一

厂两人被判刑”“未配套设施排放废气
拒不改正，被按日连续处罚”。12月2
日下午，武进区召开服务高质量发展
暨环境违法典型案例宣讲会。走进
宣讲会现场，参会的近百位企业代表
都能领到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宣传
册——《环境违法典型案例》。会上，
武进生态环境局发放了《环境违法典
型案例》宣传册，全体人员一起观看了
典型案例宣传片。

从“领罚单”到彻底警醒，企业代
表从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中的不足开
始，谈到被举报、被查处以及环保部门
的跟踪服务，最终企业提升环保意识，
整改完成走上稳定发展之路。法院、
检察院、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近
年来污染环境案件的办理情况，希望
企业能够增强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意
识，深刻汲取《案例》中的教训。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王恺说，通过
宣讲会、发放《案例》宣传册等形式普法

宣传环保，效果好。他说，企业要知法
懂法，明底线知敬畏，做到守法经营，稳
定发展。武进区副区长薛红霞表示，企
业要正确研判形势，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行动上高度自觉，要通过案例中的
案件有所触动、震动。各个职能部门和
板块要加强联动，积极为企业“把脉”。
政企同心、政企同力，让武进的山更清、
水更秀、空气更清新、土壤更洁净。

《案例》宣传册选取了15个案例，
其中 8 个为刑事案件，7 个为行政案

件。涉及非法排放重金属、非法处置危
险废物、非法排放废水等多种日常监管
中的突出违法行为。近年来，武进生态
环境局在企业监督管理上，一方面从

“严”，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严厉打
击各类污染环境行为；另一方面有“慈”，
主动服务企业。通过走访、调研、现场办
公等形式，深入认真倾听和解决企业诉
求，细化帮扶机制，指导企业整改，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促进企业健康平稳
发展。 （骆冬明 童华岗）

武进召开环境违法典型案例宣讲会

发册子 讲例子 听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