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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瞿秋白纪念馆，“又见少
年阿霜”沉浸式演出首次亮相。它不
仅通过沉浸式演出，带领观众回到百
年前的历史现场，还以现场直播的方
式，让更多人“云”游瞿秋白纪念馆，体
验常州红色文化。近年来，为加快推
进文旅休闲明星城建设，钟楼不断擦
亮“三杰故里·红色名城”品牌，创新红
色旅游体验，推动文化与旅游在更深
层次上的融合发展。

从静态到动态，升级红
色景区体验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 3A 级旅游景区，瞿秋白纪念馆承
担着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
重要功能。今年 6 月 18 日，是中国共
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
就义 85 周年纪念日。为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红色基因，6 月 13 日，钟楼区
文体旅局、常州三杰纪念馆联合推出

“又见少年阿霜”瞿秋白纪念馆沉浸式
演出。

演出剧本由瞿秋白纪念馆副馆长
唐茹玉创作，演员来自秋白母校——
市觅渡桥小学、瞿秋白纪念馆、钟楼区
文化馆及该馆合作艺术联盟。当天，
通过沉浸式演出和线上直播，带领观
众回到一百多年前，了解瞿秋白在不
同人生阶段的经历，真切感受他的精
神世界。

“又见少年阿霜”共 5 幕，结合瞿
秋白故居和瞿秋白纪念馆的场景，选
取了秋白写诗、韦陀菩萨、剪辫子、挂
白灯笼、人生知己等 5 个故事展开演
绎，展现家人、同伴、鲁迅等人与秋白
的相处点滴，以及对他的影响。唐茹
玉说：“全新的形式，既是致敬从家乡
走出去的阿霜——阿霜这个名字秋白
只在家乡时用过，也希望通过这样的
演出，推动红色教育由灌输式向体验式

转变，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走进纪念馆。”

从请进来到走出去，拓展
红色旅游空间

“在红色场馆推出沉浸式演出，这在
我市还是首创。”钟楼区文化馆馆长孙茹
表示，与其他类型的演出相比，沉浸式演
出最大的特点是演员和观众在同一个时
间和空间内，观众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表
演，从而得到更深刻的感受。

沉浸式演出，改变了大多数纪念馆
“画像+文字+实物”的传统展陈方式，把
“原生态历史”搬入场馆，营造出浓厚的
历史现场感。这种全新的红色文化传播
方式，还将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在富有
感染力的红色教育游览中传递给广大
参观者，进一步丰富了红色旅游新内
涵。除了瞿秋白纪念馆，张太雷纪念
馆、恽代英纪念馆等也将陆续推出沉浸
式演出。常州三杰纪念馆将采用情景再
现、角色模拟等方式，开发参与性、互动
式旅游产品，让红色历史“活”起来，让游

客从“旁观者”变身“参与者”，增强红色
景区的吸引力。

瞿秋白纪念馆沉浸式演出还将采用
“走出去”模式，打造“流动式”纪念馆，弘
扬常州“三杰精神”。红色演艺走进美丽
乡村，成为村民游客可体验的红色文化；
走进校园，成为青少年可感知的红色教
育课程；走进社区，成为人民群众可感触
的红色故事。同时，还将推出一批现场
教学、情景教学、互动教学优质课程，努
力打造集培训、研学、实践、体验于一体
的红色教育实践基地，为全域旅游注入

“红色基因”。

以整合加融合，打造红色
文旅品牌

以“常州三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是常州的思想根基、文化血脉和精神力量，
也是常州独有、珍贵的文化资源。近年来，
钟楼以“红色传承、寓教于游”为原则，深入
挖掘本土红色旅游资源，创新创意表达方
式，不断提升红色旅游教育功能。

创新发展理念，让红色旅游“红”起
来。下一步，钟楼文体旅局将坚持“区域
联动、融合发展”原则，充分运用革命历
史文化遗产，进行多维度整合，推动红色
旅游与绿色生态、文化演艺、乡村旅游、
休闲娱乐等业态融合渗透，形成“红色+
运河”“红色+乡村”“红色+民俗”等多元
化旅游线路产品，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着力构建红色旅游产品体系，打造具有
鲜明特色的“红色记忆精品游”。同时，
积极推动红色旅游品牌 IP 化开发，进一
步探索将红色 IP 融入影视、出版、动漫、
文艺表演、文化旅游之中，让常州红色文
化真正深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人产生
思想共鸣，提升“三杰故里·红色名城”品
牌影响力。

据孙茹透露，钟楼将结合发展夜经
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以“又见少年阿
霜”为试点和基础，推出大型外景沉浸式
演出，“打算沿着西瀛里城墙从篦箕巷至
青果巷，通过沉浸式演出的方式展现常
州的历史文化。”

吴同品/文 潘杨生/摄

加快推进文旅休闲明星城建设

钟楼创新红色旅游体验

悠悠运河水，养育了运河两岸
的人家，也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
化。这个端午假期，位于钟楼美丽
乡村安基村的运河人家酒店将正式
营业，用美食传承着运河文化的另
一种滋味。

姜鹏荣 1985 年就从事烹饪行
业，是常州市烹饪行业协会常务会
长、特二级烹调师，如今他是安基运
河人家的总负责人。“对我来说是几
十年常州菜的传承延续，也是一个
全新的开始。”早在二十多年前，姜
鹏荣就以“新派松鼠鱼”“群龙戏珠”
等多道菜名扬开外。

“固定的菜谱还要细化一下。”
6 月 22 日的开业动员大会结束以

后，几位合伙人还在讨论菜谱的改
进。姜鹏荣告诉记者，酒店有一本
固定的菜谱，此外一楼设有明档，根
据四时应季的菜品不断推陈出新。
应季、时鲜是一方面，在菜品的改进
上，姜鹏荣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现

代人的口味越来越精细，菜品的烧法
也要不断改进。”

在运河人家的一面空间里，还展
示着邹区非遗食品的代表：周松元猪
头肉、卜弋和家鸭头、泰村手工鱼圆。
姜鹏荣说，在立足常州本土菜的基础
上，邹区的特色土菜他也在不断发
掘。“像干蒸土鸡这道菜，选取的就是
邹区本地农家的小公鸡。各式蔬菜瓜
果也都是本地采摘，这样的味道就是
独一无二的。就像常州萝卜干一样，
本地的萝卜干才造就了它独有的味
道。”运河人家一道有名的特色菜就是
茴香豆，酥软清鲜，香味浓厚。姜鹏荣
说，本地的茴香豆成熟以后晒干保存，
制作前一天需要浸泡24小时，豆角露
出鲜嫩的小芽，随后捞起放入茴香、桂
皮等特制的八种香料及各式调味料后
煮上个把小时，茴香豆表皮起皱呈青
黄色，豆肉熟而不腐、软而不烂，咀嚼
起来满口生津、五香馥郁、咸而透鲜、
回味微甘。

特 色 菜 是 运 河 人 家 的 独 门 招
牌。除了姜鹏荣，为运河人家把关菜
品的还有一位“老厨子”朱俊伟。国
家家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贡献者、
国际蓝带艺术烹饪大师⋯⋯出身餐饮
世家的朱俊伟也是合伙人之一，蜂窝
豆腐、秘制毛肚是他的独门绝活。卤
水豆腐上火蒸上个把小时，切成薄片，
表面呈现许多大小均衡的小孔，如同
蜂窝，以此细密充分地吸收汤汁的味
道，同时保有豆腐本身的香气。而秘
制毛肚更是独一无二，经过朱俊伟多
年来的尝试，他处理过的毛肚，涮上两
三个小时也不会变老，仍能保持口感
脆爽，入口软糯。

早在1990年代末，朱俊伟就是常
州有名的大厨。对于餐饮的狂热使他
多年来不断研发新的菜式，精益求
精。“像东坡肉，名字多年来都没有变
化，但如今已到第三代。最先是流行

‘妈妈’东坡肉，后来加入酒香元素，如
今改良的方子则是用醋焖制，味道层

次更加丰富。”在他看来，同样一道菜，
不同师傅的手艺都是变化无穷的。“原
料决定菜品的一方面，师傅的匠心更
为重要。”

王可人图文报道

安基运河人家：记录时光的味道

6 月 22 日，在钟楼区永
红街道荆川里社区，江苏理
工学院的 6 名留学生与社区
党员代表和志愿者一起包粽
子、吃粽子，体验端午习俗，
感受中国味道。

史康图文报道

体验端午习俗
感受中国味道

本报讯 日前，随着预算单位
授 权 支 付 开 始 切 换 至 电 子 化 系
统，标志着钟楼区国库集中支付
电子化改革全面落地、实现全业
务上线。

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核心
内容是在确保国库支付绝对安全的
基础上，开发电子凭证库和预算单
位自助柜面业务系统，利用信息网
络技术，通过发出电子指令办理财

政资金支付及清算等业务。结合钟楼
区实际，依托加密信息技术，取消过去
对外支付时所需的转账支票、电汇单、
授权支付凭证等纸质单据，使预算单
位几分钟内足不出户即可办完一笔资
金支付，真正达到“数据多跑路、单位
少跑腿”。

国库集中支付一般分为直接支
付、授权支付和拨款支付三种模式，目
前，所有支付通道完全畅通。（杨耀嘉）

钟楼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全面落地

本报讯 为确保节日期间市场
价格稳定，避免出现价格矛盾纠纷，
6月22日至24日，钟楼区市场监管
局组织力量对辖区内超市、购物场
所开展了节前市场价格检查。

本次检查重点是大超市和专
营店的粽子、糯米、咸蛋等商品的
价格，区市场监管局检查人员逐
一提醒各经营者要诚信经营，加

强价格自律，自觉维护节日市场价
格秩序，对借节日之际进行乱涨价、
不 明 码 标 价 等 行 为 将 进 行 严 厉 打
击。对少数标价不规范的行为，检
查人员当场进行了指正，责令其立
即整改。节日期间，区市场监管局
将认真受理各类价格咨询和投诉，
对举报案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切实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詹石）

节前价格检查 确保市场稳定

6月19日，在西林街道马家村“田园课堂”培训会上，大学生村官为村干部
宣讲《民法典》知识。 陶莹图文报道

舞蹈《渡》展示了美丽乡村安基村的红色文化

本报讯 疫情防控期间，钟楼
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全心投身抗
疫、全力应对疫情、全速促进复工，
扎实开展“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大力推动援企稳岗保就业
政策落地见效。

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通过多渠
道宣传、全方位指导，帮助企业用好
用足稳就业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一是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实现
快速返。对申请金额 10 万元以下

的，无需企业申请，实施简易程序。
通过大数据比对核实拟发企业名单，
经审核通过后直接予以返还。已针
对全区 5600 余家企业发放稳岗补贴
2100 余万元。二是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实现全覆盖。钟楼区符合该项
政策的企业仅有 4 家。经跟踪指导
服务，国药控股、美康纸塑制品、美舜
生物、艾吉服装公司 4 家企业已于第
一时间全部完成了申报手续，申请补
贴超 24 万元。 （戴晶琎）

快速返 全覆盖

推动援企稳岗保就业政策落地见效

本报讯 为切实增强市民风险
防范意识，提高风险识别能力，普及
金融知识和法治理念，6 月 20 日上
午，钟楼区处非办携手辖区金融机
构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
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风险现
场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普及防范非法集资、
投资理财安全、网络理财安全等金

融知识，引导居民选择合规合法的投
资理财渠道。

2020 年防范非法金融风险集中
宣传月以来，钟楼区各部门联动，在全
区营造了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舆论氛
围。下一步，还将突出重点领域、聚焦
重点人群，结合当前形势，深入社区开
展防范非法金融风险宣传活动。

（周之成）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