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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智 李垚 丁旻 朱元洁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改
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发文公
布2021年（第28批）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的认定复核结果，
江苏省共 5 家企业技术中心
上榜。常州经开区上报的中
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榜上有名，这是此次常州市
唯一一家入选的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为本地区工业高质
量发展再添创新驱动引擎。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是
全国最高级别、最高规格、影
响力最大的企业专业技术创
新平台，是对创新能力强、创
新机制好、引领示范作用大的
企业的一种认定。

据了解，此次获得殊荣的
中天钢铁技术中心于2011年
获评江苏省级技术中心，是中
天钢铁高层次、高水平、开放
式，集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于
一体的技术创新专门机构，是
与国内外科研院所、下游用

户、同行业进行技术交流与学
习的窗口平台，也是引领中天
钢铁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
成果孵化器以及科技人才培
养基地。此次入选国家级，对
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向更高更
全面的方向发展、在优特钢棒
线材领域取得更大突破，以及
增强企业综合实力等方面都
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常州经开区大力
支持各级企业技术中心发展
建设，目前共有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 35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47 家，成为提升原始创新能
力、聚集高端创新资源、开展
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
重要载体。接下来，经开区将
继续做好企业技术中心政策
引导、业务指导、对上协调等
工作，进一步开展国家级、省
级、市级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
培育和创建活动，帮助企业加
大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力度，
为常州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
贡献力量。

高质量发展再添创新驱动引擎

中天钢铁被认定为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

黄心慧在父母课堂上

■黄钰 常台轩 图文报道

2021 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台
胞黄心慧在运河五号开设的培训
班照常开课。和别的培训课堂不
太一样的是，黄心慧的辅导对象
主要是家长，也有几个孩子跟家
长共学。这群家长中，有的已经
把孩子养到高中，有的刚刚教孩
子自己穿衣吃饭。来到黄心慧的

“父母课堂”，是因为他们或多或
少感受到自己的教育有些问题。

黄心慧于 2017 年来常发展
两岸研学交流，是首批来常落户
的“台青创业”者。现在，她主要
针对家长、孩子开展心理疏导和
行为习惯培训。因受疫情影响，
创业项目几经波折，黄心慧却不
改初心，仍然乐观地相信：“我事
业的未来就在常州。”

追随苏东坡的脚步

黄 心 慧 于 2017 年 10 月 参
加两岸（常州）高职校创新创业
教育研讨会，第一次踏上常州的
土地。活动结束时已是傍晚，招
商对接却没有停止。“常州台办
的工作人员一直工作到晚上九
十点，这样的服务精神，让人佩
服，也让我们创业者放心。”黄心
慧说，自己大龄创业，比年轻人
更加慎重，希望有更加稳妥的发
展前景。

在常州台办的联系对接下，
两个多月后，黄心慧带着团队第
一次来常考察，与常州本地企业
对接合作事宜。2018 年 9 月 6
日，她的心传承（常州）企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专注两岸研
学交流。10 天后，公司承接的第
一个团就从常州飞到台湾。

万事开头难，黄心慧在常创
业开头很顺利。黄心慧告诉记
者：“人对事就对，不管是怎样的
办公室，我知道联系谁，有资源才
是关键。”“常州是苏东坡选择终
老的地方，他说常州‘眷此邦之多
君子’，我很认同，我追随东坡先

生的脚步，相信在常州能做出一
番事业。”

换个方式交流文化

一直到2019年，黄心慧和团
队的研学交流项目开展得都比较
顺利，也做好了长期计划。但
2020 年初疫情忽至，当年 3 月受
疫情影响，只有黄心慧独自回到
常州孤军奋战。为了把文化交流
项目继续做下去，美国硕士毕业
后在台湾做过 30 余年教育工作
的她，决定做回自己的教育本行。

黄心慧发现，现在大部分家
长在教育上投入很多，孩子却不
领情，不愿学。她希望，把自己多
年的教育经验传授给父母，让“父
母课堂”解决“孩子不领情、不愿
学”的问题。

一些家长慕名而来，上过短
短几节课后，发现变化很明显。
小禹的妈妈向记者介绍，心慧老
师教我们给孩子自由，越给自由，
孩子越能把自己管好，“比如，我
现在会问‘今天还有什么事情没
有做完吗？’小禹说，‘还有作业没
写。’那我就问‘你打算什么时候
写呢？’听到‘玩一会儿再写’的回
答，我能够尊重他而不再逼他，所
以没有了以前鸡飞狗跳，而且孩
子很配合。”

还有家长活学活用，把亲子
沟通技巧用到家人身上。“家人之
间也需要鼓励，把感激跟肯定说
出来，关系更加亲近紧密。”6 岁
孩子的妈妈李敏说。

目前，黄心慧的父母课堂已
经上了 5 期，通过线上线下进行
授课，除了常州本地家长，江苏、
湖南、安徽、广东、新疆、浙江等多
地的家长、孩子线上学习，累计有
100多个家庭参与。

“这是一座亲切的君子城”

黄心慧说，回头看，有很多次
她几乎要放弃在常州的事业，但
都坚持下来了。“是常州的善意把
我留下来的，常州真的是一座君

子城，苏东坡说得没错。”
初到常州运河五号园区，黄

心慧租了房子要置办家具。园区
工作人员朱啸波主动跟她联系，
告诉她有酒吧停业留下的家具可
以给她使用。“现在我用的大部分
家具，都是园区给我的。园区还
为我提供了很多宣传的机会。”

“早餐店师傅听说我从台湾
来，吃不惯咸豆花，还专门为我做
了甜口的。”“家长和学生知道我
一个人在常州，没精力做饭，每次
来都带很多吃的，冷冻鸡汤、水
果、各种零食，帮我把冰箱填得满
满的。”

去年夏天，黄心慧的右脚出
现了不明原因的皮肤溃烂化脓，
后来甚至影响走路。和她同租一
处经营的卢琪夫妇，每天接送她
上下班，背她上下楼梯。“最严重
的时候，我出门完全离不开人，差
不多一个月时间，去医院看诊都
靠他们帮我。”

常州台办到运河五号园区了
解到这件事，担心黄心慧不熟悉
本地医疗情况，所以耽误了治
疗。常州台办马上帮她联系了多
家医院的外科、皮肤科等相关科
室。“跑了几家医院好几个科室，
台办的工作人员都陪着我。”黄心
慧说，最终确诊病因后，进行了有
针对性的治疗，常州人的善意她
都记在心上了。

这些事，点点滴滴，温暖着独
在异乡创业的黄心慧。她用“亲
切”形容常州城、常州人给她的印
象，“人家都说‘不到长城非好
汉’，我认为‘不到常州非君子’，
常州值得我‘抛家弃子’来创业、
来打拼。”

近年来，每年来常州参访交流
的台湾青年超过600人次，其中像
黄心慧一样在常创业就业的台青
近 300 人。2018 年至今，全市兴
办台青创业实体近百个，创业台青
逾百人，台青企业主要分布在餐饮
食品、文化传媒、电商贸易、教育培
训、花卉农业、健康管理等现代服
务业，以及半导体芯片等科技创新
型企业及现代制造业。

台胞黄心慧在常的创业故事

“‘眷此邦之多君子’，常州值得我来打拼”

■陈生富 吕洪涛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地
方志办公室公布“2021 年度
市县地方志特色创新项目名
单”，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报
送的“《常州影像志》铭刻乡
愁”项目获全省第二名。

编史修志是保存城市历
史记忆、传承地方优秀文化
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根
据常州市委市政府全力推进
老城厢复兴发展的重大战略
部署，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围绕传统文化、老城厢，以

“数字”和“影像”手法创新记
录反映随着时代变化即将消
失的常州地域风土人情、民
俗文化、文物景观、地方物
产、城市记忆等，以唤起全社
会保护文化历史的意识和自
觉，把一个立体、形象、鲜活、
互动的常州传递给世界。

地 方 影 像 志 的 拍 摄 尝
试，从形式和手段上克服了
文字版志书记述人物不见其
人、不闻其声，记述事件不见
直观场景的缺憾，盘活了常
州的文化资源，助力文化遗
产真正“活起来”“走出去”，走
进千家万户，浸润更多心灵。

《常州影像志》

获省地方志特色创新项目奖

■孙妍琪 秋冰

本报讯 2021 年岁末，
武进区城管局率先在我市城
管系统发布“城市管家红盟”
党建品牌。

武进区城管局与区文明
办、属地板块、社区等 18 家
成员单位代表共同签订“城
市管家红盟”共建协议书，围
绕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人民
生活品质、社会治理效能”三
项重点内容，建立组织联建、

发展促联、资源联享的特色
党建“红盟道路”。

共建城市管家红盟，既是
武进区开展城市管理工作的
一次创新探索，也是基层党组
织强化服务功能的生动实
践。当天，武进区城管局首批
发布精品街道创建、菜市场改
造提升、“厕所革命”、背街小
巷专项整治等十大专项行动，
更好促进基层党建与城市长
效综合管理深度融合，为创新
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赋能增效。

武进发布“城市管家红盟”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