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假期，紫荆
公园月季盛放。红的
似火、粉的似霞、白的
似雪、黄的似金，煞是
好看。行走其间，倾听
花开的声音；置身其
中，体验视觉与嗅觉的
双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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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罗翔）“意志要坚牢，肉
体受痛苦，精神永不挠……”4月29
日下午，由恽代英原创的狱中斗争歌
曲《苛刑歌》在其住地广场缓缓唱响，
并通过视频直播形式上传云端。

4月29日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
之一恽代英英勇就义 91 周年纪念
日。当天，由中共常州市天宁区委宣
传部、恐龙园集团、常州三杰纪念馆主
办的“奋楫红帆领航 赓续红色血
脉”——纪念“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
恽代英英勇就义91周年主题活动走

进恽代英住地，以红色宣讲形式，在新华
社客户端同步直播，吸引超过30万人在
线观看，共同纪念这位青年楷模。

因疫情防控的要求，此次活动以直
播形式呈现，虽然现场没有观众，但丝毫
没有影响几位宣讲员的精彩讲述。

“他把自己这份‘牺牲小幸福以求
大幸福’的家国情怀，化作了革命的磷
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住地讲解员小
郑带领大家走进展厅，通过史料文献和
历史照片，展现了恽代英光辉而灿烂的
一生；常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楼益华以
特色方言讲述了《青年楷模——恽代英》

的英勇事迹；常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马凌边唱边讲，用声情并茂的一堂音乐
党课，与观众一起聆听信仰的声音。随
后，恽氏后人《恽氏家训故事》的作者恽
仲坤娓娓道来，向大家讲述了恽代英低
调朴实的家风家训，而他的家国情怀，也
深刻地影响了家庭成员及后人的成长。

“大家好，我是恽代英的孙女恽梅，非
常感谢常州人民对我爷爷恽代英的尊敬
和缅怀……”活动中，恽代英的孙女恽梅
通过视频与观众共同缅怀爷爷的一生。

本次活动，天宁区深度挖掘辖区红
色资源，以红色宣讲的方式，赓续红色血

脉，也在今年冬训收尾阶段为全区党员
干部上好重要一课。现场，天宁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陈海元为一批常年活跃
在天宁基层一线的宣讲员颁发聘书，希
望吸引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到宣讲
队伍中来。

近年来，天宁区委宣传部持续开展基
层理论宣讲，培育了“向日葵”“红色青果
电台”等多个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基层
理论示范队，挖掘了一批深入群众、扎根
群众的“百姓名嘴”宣讲员，打通理论走向
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

——纪念“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恽代英英勇就义

奋楫红帆领航 赓续红色血脉

青春该是什么模样？每一代人都
有不同的回答。

1931年4月29日，36岁的恽代
英在南京英勇就义，用生命诠释了青
春奋斗的意义。毛泽东称他为“全国
革命青年领袖”，周恩来赞誉他为“中
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2022年4月29日，一场“恽代英
英勇就义91周年”纪念活动在云上
展开，恽代英的孙女恽梅通过视频，
与观众一起缅怀爷爷的一生，并寄语
当代年轻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在
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
最好成绩。”

活动结束后，记者与恽梅取得联
系，“尽管岁月流逝，我们一家人一直
深深地怀念着爷爷。我的父亲恽希
仲常说，我们达不到爷爷的成就，但
我们一定不能给爷爷丢脸。”通过电
波，恽梅缓缓道出他们一家“后来的
故事”。

“爷爷牺牲后，奶奶把年仅2岁的
爸爸送到上海，由爷爷的四弟恽子强
看顾。奶奶自己则一边躲避，一边谋
生。抗战爆发后，她又辗转到了延安，
在保育院工作。”恽梅回忆，爷爷恽代
英对奶奶沈葆英的影响很大，在革命
这条道路上，奶奶始终追寻着爷爷的
脚步。“如果用现在的话，奶奶是一位
了不起的事业女性。”恽梅笑着说，“我
和奶奶见面的机会不多，小时候去北
京看她，她总在伏案看文件、看书，对
党的事业特别认真和专注。”

上世纪80年代末，70多岁的沈葆
英身患疾病，希望儿子能调到北京有
个照应。“爸爸当时有些犹豫，毕竟事
业、家庭都在上海，举家搬迁谈何容
易，但是为了奶奶，他还是做好了放弃
上海工作的准备。”就在恽希仲同意接

受安排时，沈葆英却突然“变卦”，“奶奶
觉得她这样是搞特殊化，是给组织添麻
烦。就这样，我们‘失去’了唯一一次全
家团聚的机会。”直到1989年6月沈葆英
去世，母子仍分隔两地。

“爷爷和奶奶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我们。”在恽梅眼里，他的父亲
恽希仲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恽希仲对父亲记忆模糊，五六年级
时，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我的父亲》的
作文。他在作文里这样描述：我不知道
父亲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父亲是个好

人。“那时，家人从来没向他详细说过爷
爷是做什么工作的，只告诉他已经牺牲
了，是个好人。”后来，恽希仲在家翻阅旧
报纸时，才了解到父亲英勇就义的那段
往事。

1943年8月，恽子强带着恽希仲从
上海出发，冲过敌人封锁线，徒步800公
里，到达延安，见到了久别的母亲，还见
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让爸爸称他‘周伯
伯’，晚上带着他一起睡觉，还说‘我知道
你父亲的事情比你妈妈还多呢！’”也是
在那时，恽希仲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学

习，完成父亲未竟之事业。
1953年，恽希仲赴莫斯科航空学院

学习。“爸爸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留下
了后遗症，导致记忆力下降。但为了去
莫斯科学习，他不仅学习了俄语，还自学
了英语。”学成归来的恽希仲放弃留在
北京的机会，要求发挥专业特长，去西安
786厂担任技术员。此后，他便一直奋
战在航天科技领域，先后在西安786厂、
上海机电二局28所、上海有线电厂、上
海航天804研究所，从事微波天线研究
设计工作，担任雷达微波天线单机和系
统总体的设计师，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爸爸总拿他的亲身经
历告诉我们，只要花功夫、肯学习，什么
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想做的事都能做
到。”恽梅说。

干净做人，认真做事，对得起烈士后
代的称号，是他们这些后人始终牢记的
原则。

现如今，恽梅和家人积极参与社会
公益活动，先后在恽代英的家乡常州，以
及武汉、泸州、上海、南京等地参加纪念
恽代英的活动和学术研讨。

去年，常州恽代英纪念馆展陈全面
升级后，恽梅也专程前往参观。“陈列馆
里的翔实史料，展现了爷爷短暂而光辉
的一生，也让文物的社会价值和教育意
义得到更好的延续。”恽梅表示，她将接
过父辈遗志，向青少年们宣传爷爷的英
雄事迹，做一个“利社会，利国家，利天
下”的有用之人。

恽代英孙女恽梅：

不给爷爷丢脸就是最好的继承

2001年12月20日，恽代英烈士墓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落成，家属从各地赶来祭
扫缅怀。中排左三是恽代英儿子恽希仲，后排左三是恽代英孙女恽梅。

本报讯（陶怡）近日，天宁区侨
联组织辖区内的侨胞走进青果巷，
品尝天宁美食。

6岁的混血宝宝奥利跟着外公
在轩安居大口吃着青果巷虾饼和焦
溪团子，不时露出满足的表情。

一同品尝美食的还有76岁的
薛梅玉，她是日本的归侨，她表示，
回国后，天宁区侨联工作人员经常
嘘寒问暖，让她时刻感受着祖国的
关爱。

“很感谢组织对自己的非遗技
艺的扶持。”乱针绣传承人沈狄是从
加拿大回来的新侨，去年归国后，也
是区侨联一直关心的对象之一。

“我们将继续做好侨情调查工
作，定期开展归侨、侨眷、海归创业、
四有人物和侨港资企业的摸排，及
时掌握侨情动态。”区侨联副主席吴
兴华觉得，深化天宁区新侨服务站工
作，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这件事非
常有意义，自己要探索特色做法，打
响“侨汇天宁”工作品牌，力争将站点
打造成为天宁经验和常州样板。

今年，区侨联还将继续开展多
种形式的亲侨惠侨助侨系列活动，
更好地凝聚侨心侨力，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

天宁侨胞游名胜、品美食

本报讯（罗翔） 近日，江苏省
知识产权局公示了2022年度江苏
省“正版正货”示范街区名单，常州
天宁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成功
获批。

据悉，创建“正版正货”示范街
区旨在让更多的商户和消费者关注

“正版正货”承诺活动，从自身做起，
增强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商圈和行业能在践行正版正货“四
个承诺”方面，起到表率作用，督促
商户从源头抓起，严把商品进口关，

不采购、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形成销
售“正版正货”的良好氛围。

“十三五”以来，天宁区深入实施
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持续提升商贸街区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品牌竞争力。天
宁吾悦商场是继2020年红星美凯龙、
2021年购物中心获批后的天宁区内第
三家省级“正版正货”示范街区。下一
步，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将以项
目为依托，强化街区商户知识产权管
理，提升商户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营造
纯净有序、健康向上的市场环境。

天宁吾悦

获批省“正版正货”示范街区

本报讯(凃贤平 张莉敏 李宏
刚) 被誉为“宝藏公园”的蔷薇公
园，南区景观提升改造启动2个月
来，已完工30%。4月下旬，记者走
进公园，发现外围茂密的植被被清
理，高大杂乱的乔木被移栽回苗
圃。“因为疫情，耽搁了一些时间，现
在正在抓紧时间，计划还有2个月
就能完工。”天建集团项目负责人仲
剑秋说。

沿着公园里的环园小路走了一
圈。据了解，这条3米宽的黑色沥
青道路不变。只是，改造后将成为
一条内环道路。公园四周要建一条
外环道路，是蓝色的健身步道，长1
公里。

如今，在内环路和外环路之间，
已经变得通透了。建好后，这里全
是居民活动空间，增加了面积
11000平方米。“我们在景观设计
中，尽量挖掘更多的活动空间。从

开门见绿到现在绿化与休闲空间并
重，园林建设理念已经发生变化。”

此次将增加水杉、香樟、朴树、银
杏等12个品种的树木，多达400多
棵。其中，在水杉林还增加了人工栈
道，居民以后可以直接进入林间欣赏。

大家最关注的是蔷薇公园以蔷薇
命名，因此此次改造将引进藤彩虹月
季、七姊妹、粉花绣线菊、藤本月季、吉
野樱、红梅花、垂丝海棠、红果山楂等
12个蔷薇科品种，新增蔷薇科植物
1500平方米。

蔷薇公园密林中吸引了许多鸟类
筑巢，成为常州鸟迷们的一处拍摄基
地。尤其是东边的小池塘，原来三面
全是密密麻麻的杂树，但却是一个非
常好的翠鸟拍摄点。此次，增加了清
水平台，方便鸟迷们欣赏拍摄。

仲剑秋说，到5月下旬，两个广场
建成，外环路也建成，公园面貌会有很
大改变。

注重绿化与休闲空间并重

“宝藏公园”改造已完工30%

本报讯（凃贤平 张莉敏）时尚街
区、文化街区、生活街区……今年，茶
山街道围绕和平路、中吴大道、丽华
路、劳动路“两横两纵”的主干线，在重
要的道路节点打造各具特色的街区，
提振城市精神气质，完善城市综合功
能，持续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生活在茶山的人最清楚，一直以
来，茶山片区没有一个地标性的城市
综合体。今年3月，常州首个万象城项
目在茶山开工建设，万象城涵盖时尚
轻奢零售购物、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销、特色餐饮美食体验、亲子一站式
服务中心、儿童一站式成长乐园、高能
级运动健身社群等内容，建筑面积约
为15万平方米。目前商业部分土方开
挖完成40%，有望在2024年开业。

在万象城的对面，和平国际
17000平方米的商业街进行改造升
级，打造常州首家超级格乐利雅，重现
老城厢怀旧式情景。目前已经开工，
预计10月开业。

茶山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说，
万象城和格乐利雅的到来，可以完善
老城区城市功能配套，提升宜居生活
品质。围绕这两个商业大咖，茶山在
和平路与中吴大道的道路节点上，打

造时尚街区。
相隔不远的丽华路与中吴大道的道

路节点，则更具烟火气，围绕朝丽路、电

影院、超市等打造生活街区。朝丽路建
于上个世纪90年代，全长约860米。街
道以“朝里走，朝心走”为主题进行改造，

拓宽道路、划分非机动车停车位、合理规
划机动车停车场等优化公共环境，同时
建设“格子里”“‘柒回’露天记忆馆”等特
色节点，在保留原有特征的同时更具温
度和活力。

在劳动路与丽华路的道路节点，茶
山以纺织博览园为中心打造文化街区。
这里融合特色民国风情街区和文旅休闲
区，以文旅融合、探索商业人文的全新模
式，建设国内唯一的运河沿岸集文化、旅
游、商业三位一体的纺织文旅与时尚生
活综合体，计划于今年12月对外开放，
未来将争创常州首个都市文旅消费体验
4A级景区。

据了解，茶山街道还将在丽华路与
采华路的道路节点上，打造健康街区。
这一街区将完善健康养老服务业规划布
局，打破“养老”发展局限性，在“大健康”
方面下功夫，实现产业集群由“聚变”向

“质变”跨越。

完善城市综合功能

茶山在4个道路节点打造特色街区

万象城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