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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文明
办组织召开市民文明公约修订
工作第一次研讨会。研讨会邀
请了来自媒体、民俗、文化、道德
模范等领域的 7 位专家，针对正
在修订的我市市民文明公约的
内容、方向、形式等献计献策。

市孔子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徐新意表示，市民文明公约要有
常州特色，也要体现党的十九大
精神，市民文明公约要起到引领
作用，整体形式不宜太复杂，要
易懂易记，要让市民“ 张口就
来”。

市民俗学会秘书长童方云
认为，市民文明公约要让市民有
文化自信，要让文化得以传承，

还要重文化践行，市民文明公约
将是展示常州形象的又一张名
片，既要注重形象也要注重提升
和共创。

常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
闻中心主任马凌云、市社科联学
会部主任李军、钟楼区文明办主
任钱琴贤、市互联网信息中心工
作人员蒋博雅、道德模范尤辉也
分别对修订市民文明公约提出
了自己的建议和想法。

据了解，市文明办自今年 3
月 7 日起开始面向全市征集市
民文明公约，得到市民的广泛参
与，截至 3 月 15 日，已收到投稿
超4000条。

（闻铭 郑雨露）

市民积极参与，9天投稿超4000条

修订文明公约，专家献计献策

本报讯 今年我市继续开展
“最美常州人”系列先进典型的
推选工作。3 月份，市委宣传部
和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开展了“最
美常州人”的推选工作，主要聚
焦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的先进典
型，经过层层筛选，于昨日发布
了4位“最美常州人”名单，分别
是：常州市公交集团 B1 线驾驶
员施建刚，常州市高速公路建设
指挥部溧高项目办主任俞科峰，

常州市公路管理处养护科科长
谢鹏，常州市城区地方海事处航
监科科长杨成成。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城
市交通，打造了一批体系全、功
能强、服务优、生态美、出行安、
动力足的高质量交通项目。尤
其是新的发展征程中，常州要
打造为“江苏中轴崛起”主枢纽
和扬子江城市群重要战略支点
城市，离不开所有交通从业者

的努力。这些年，全市交通运
输系统涌现出许多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开拓创新、敢争一流
的先进典型，这次推选出来的4
位常州“最美常州人”正是其中
的优秀代表。 （向阳 马静）

市委宣传部和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选

“最美常州人”名单又添4位“交通人”

本报讯 昨天下午，“江苏
戏曲名作——大型现代锡剧

《卿卿如晤》全省高校巡演”启
动仪式在常州大学举行。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科教城党工委
书记徐光辉出席启动仪式，并
与常州大学 300 余名师生一同
观看了演出。

“江苏戏曲名作高校巡演”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统一组织实
施，《卿卿如晤》作为全省5台推
荐剧目之一，将走进常州大学、
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南京
邮电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
中医药大学、江南大学、中国矿
业大学等全省8所高校巡演，为
高校师生们带来别具江南韵味
的戏曲艺术精品。

大型锡剧《卿卿如晤》由常
州市锡剧院创排，是我市出品
的又一部精品剧目，也是我市
探索推进传统锡剧艺术创新传
承发展的重点剧目。该剧重点
聚焦年轻观众群体，力邀省文
化厅剧目室副主任罗周、常州
市剧目室主任刘兴尧担任编
剧，上海越剧院著名导演童薇
薇担任导演。该剧故事取材于

“20 世纪中国最美情书”——
《与妻书》，从广州起义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爱
妻陈意映的独特视角，以儿女
亲情衬托革命者以天下为念的
革命豪情，突出了为天下苍生
而舍生取义的民族大义。

作 为 全 省 优 秀 地 方 戏 代
表，该剧以崇高的立意，感人的
剧情，唯美的呈现得到了各界
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认可。荣获
江苏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作为江苏省
唯一代表剧目，参加广州国际
艺术节展演；成功入选国家艺
术基金、江苏省艺术基金大型
舞台剧项目支持，实现了常州
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项目
零的突破。同时，该剧被江苏
省文化厅遴选，将于今年6月参
加“江苏 20 台优秀现代戏大运
河沿岸巡演活动”，下一步还将
走进保利院线巡演。

（李萍 季雯君 刘懿）

作为全省5台推荐剧目之一，大型现代锡剧——

《卿卿如晤》启动全省高校巡演

15 日晚的狂风阵雨，你的
伞还好吗？刚刚入春，常州便
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市气象台
在 15 日晚先后发布大风黄色
预警和雷暴黄色预警。经过了
狂风暴雨后，常州的气温也跳
水 10℃左右。未来一周，常州
多阴雨和大风天气，每天的平
均气温都会保持在 10℃左右，
相比前几天，冷了不少。

本次的冷空气来势汹汹，
中央气象台也在 15 日发布了
寒潮蓝色预警。尽管冷空气到
了常州已经威力大减，但是常

州最近暖湿气流比较活跃，空
气湿度保持在 80~90%，冷空气
的到来，会和暖湿气流“强强相
遇”，极易造成强对流天气，带
来雷暴和大风。

虽说“春雨贵如油”，但是
今年的三月中下旬情况有点特
殊，我国南方的暖湿气流非常
强劲，所以大量水汽集中在我
们这里，给降雨带来良好条件。

在干燥的 2 月之后，我们
很可能迎来一个多雨的“湿三
月”。

一只

（小编聊天）未来一周多阴雨

本报讯“太整齐了，太帅
了！”3月15日下午，罗溪中心小
学师生代表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91079部队41分队，参加了双方
军校共建的签约活动。军营操场
上，士兵们整齐、刚劲有力的军体
拳表演把孩子们都看呆了。

“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之一
就是‘军校共建，双向育人’。”罗

溪中心小学殷国伟校长告诉记
者，学校历来重视对学生的国防
教育，自 2003 年成立少年军校
后，学校通过军校共建活动，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革命传统教育、
体格训练、红领巾宣讲活动，学
校于 2017 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
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卢庆平 陶新峰 文摄）

罗溪中心小学与解放军某部

军校共建育“花朵”

巡演前夕，市锡剧院演员们进行排练。图片由常州市锡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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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常州人最美常州人

3 月 17 日是一年一度的国
医节，也是全国中医界的节庆
日。昨天，常州市中医医院部
分孟河医派传人举办“孟河医
派与国医节”座谈会，畅谈孟河
医派先贤的名人轶事，纪念第
89个国医节。

作为常州历史文化中的杰
出代表，孟河医派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产生了越
来越重要的影响。但很多人也
许不知道，国医节和孟河医派
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929 年 2 月，国民政府卫
生部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
会议，通过了上海医院医务长
余云岫起草的“废止中医案”。
如果这个正式案得以施行，那
么会令我国中医药业遭受灭顶
之灾。为化解危机，在上海的
孟河医派名家、丁甘仁次子丁

仲英和陈存仁师徒、中医五官
科名家张赞臣等人挺身而出，
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
体代表大会”。孟河医派名家
谢利恒、蒋文芳、张赞臣、丁济
华、费慎斋、余鸿孙、陆渊雷等
负责具体筹备事宜，向各地发
出邀请，广泛征集议案。

1929 年 3 月 17 日起，15 个
省、247个县市的 281 名代表参
加了为期 3 天的大会。大会推
举谢利恒、隋翰英、蒋文芳、陈存
仁、张梅庵组成请愿团，要求撤
销废止中医案、成立“全国医药
团体联合会”，并把3月17日定
为全国中医药界大团结纪念日。

1929 年 3 月 21 日，请愿团
抵达南京递交请愿书。政要们
都表示废除中医不合国情，要
予以保存提倡。

1929 年 3 月 24 日，请愿团

前往国民政府教育部，获准允
许中医院校立案登记，照常办
学。当晚，国民政府卫生部长
薛笃弼宴请请愿团的成员，明
确表示搁置决议案，不会实行，
并表示没有歧视中医，也不偏
袒西医。迫于压力，国民党中
央委员会 1930 年颁令撤销废
止中医药的法令，正式确立了
中医药的合法地位。国民政府
卫生部聘请谢利恒和陈存仁担
任中医顾问。国民政府不久设
立全国性中医药学术机构“中
央国医馆”，订立《国医条例》，
国民政府卫生部附设“中医委
员会”。请愿团不负众望，南京
之行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中医药事业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刻，孟河医派医家力挽
狂澜，在近代中国医学史上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医宣

孟河医派与“国医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