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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省级水利遗产公布

春秋淹城榜上有名
■周洁 袁粉 图文报道

新北薛家：

晒强国积分 赢民生福利

水利遗产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加强江
苏水利工程遗产管理和保护，
省水利厅组织开展了江苏省
水利工程遗产申报工作。经过层层评估、
申报、
评价等，
评
选出《江苏省首批省级水利遗产名录》，
春秋淹城榜上有名。
一直以来，
春秋淹城以保护与传承为己任，
持续开展水
利遗产修复、
展示工作，
不断改善水利遗产存续环境，
深入研
究水利遗产文化内涵，
推动水利遗产高质量发展。淹城遗址
三道城墙依地势蜿蜒逶迤，
如巨龙盘桓；
三河护城清波荡漾、
游鱼如织；
城内绿树成阴，
花卉四季飘香；
龙泉、
奄民故里、
岳
飞点将台、
头墩、
肚墩、
脚墩、
孙武草庐等景点民间传说引人
入胜，
每年慕名来此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记者 龚励 图文报道

底蕴深厚，
历史内涵丰富
淹城遗址始建于春秋时期，
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春秋
时期“三城三河”形制的地面古城
遗址，距今已有两千七百余年历
史。1986 年至 1991 年，考古队对
淹城进行了四期为时六年的考古
挖 掘 ，出 土 三 千 余 件 珍 贵 文 物 。
其中最著名的有独木舟 4 条、青铜
器 20 多件，均为稀世珍宝。这批
成组文物的出土，展示了淹城遗
址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内涵，引起

学术界轰动。1988 年，淹城以其
独特的形制、珍贵的文物，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淹城的建造，结合江南水乡
地方特色，以挖护城河堆土的方
法筑城，三道河相互贯通，曾经全
靠船只摆渡出入，一城一水，层层
相套，三道护城河与三道城墙，形
成三层屏障，体现“筑城以卫君”
的防御保护功能。淹城的子城和
内城都不在正中，子城距中心向

北有百米之远，使得子城北面三
道城河挨近重叠，形成“峰岗、深
谷”之地形，以屏挡冬季寒冷的北
风，而内城与外城的东、南、西三
个方向形成大片的开阔平缓地
带，以迎纳夏季主导的东南凉风，
藏风聚气。三城三河的不规则布
局呈现出独有的节奏韵律、方圆
刚柔、自然有机、玄幻神秘艺术特
色与形式美感，体现了中国古代
的造型审美。

因地制宜，
水利价值凸显
淹城是结合当地土质和材料、
水网系统和交通，
进行因地制宜的
建设和规划的优秀案例。挖河道的
土，
可以用来修建高高的城墙、
抵挡
洪水，
而内外河道的相通还能起到
排洪泄洪的作用。同时，
三道护城

河循环转通，
“八浜通四方”
有多条
水沟与外界相通，
经由水城门控制，
有良好的蓄水防洪抗旱功能，
1934
年江南大旱，
独淹城内外依然碧波
荡漾。通过查阅地方志中淹城与周
边水系的关系还可发现，
淹城外城

河属两乡界河。在央视有关淹城遗
址的纪录片——《地理·中国》之
“水
城龙吟”
片段中，
曾有专家从地理和
地质学的角度解读
“三河三城”
并提
出大胆创新的观点，
即：
淹城遗址可
能是一项早于都江堰的水利工程。

创新驱动，
文旅融合纵深
中国的历史长河不能缺少春秋
在创意式演绎春秋历史文化
时期，
那是一粒文化的种子，
承接了
的同时，淹城还对常武地方特色
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如
文化进行传承与弘扬。传统商业
今，
人们透过淹城，
穿越千年，
触摸
街坊上集中了“芙蓉鲜螺”
“ 雅浦
历史，
感悟春秋。国内首家春秋文
黄酒”等地方美食和“留青竹刻”
化主题乐园——淹城春秋乐园，
取 “乱针绣”等非遗艺术。
“ 武进文化
材于春秋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历
馆”
“ 袁晓园艺术馆”等与淹城博
史、人文，
通过情景体验的形式，
将
物馆一起，构成了武进爱国主义
春秋文化意境下的静态观赏型项
教育的重要内容，激发当地居民
目、互动演艺性项目和体验游乐式
对祖国、对家乡的强烈自豪，也向
项目相结合，
构建出
“小淹城”
与
“大
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武
春秋”
交相辉映的旅游景区。
进深厚的文化积淀。

在淹城，人文邂逅科技，思想
跨越边际无限成长，绘出了一步
一春秋。为做好做深“水”这篇大
文章，淹城遗址将紧紧抓住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新机遇，充分挖掘
大运河文化丰富内涵和独特价
值，打造大运河文化重要承载地、
国家文化公园。瞄准长三角中轴
枢纽的目标，勇当践行“532”发展
战略的排头兵，推动高品位文旅
融合，为建设文化繁荣、旅游兴旺
的现代化新常州而努力奋进。

“大数据+物流”打造智能智造新高地
本报讯 为打造能级更高、支
撑更强的现代化园区，钟楼经济
开发区积极开发“智慧物流”新业
态，引导相关企业高标准打造现
代化数字物流枢纽。
在远东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车间内，
工人们正忙着搬运发往新
疆乌鲁木齐的货物。往常，
远东塑料
联系物流公司需要货比三家，
签署合
同的步骤也相当繁琐，
在长途运输中
还得担心破包、
碰撞、
移位等情况。现
在使用
“货通天下智慧物流”
大数据云
平台，
只需在线填写资料，
24小时之
内，
平台就会自动分配物流公司。
据了解，物流行业存在企业

春节期间“不打烊”
，
多家快递或涨价
■记者 龚励

钟楼经开区：
■龚励 商轩 图文报道

多人享受到这项福利。其
中，有近 60 户家庭享受到顶
格 600 元的物业费减免。
为进一步推动全民阅
“除抵充物业费外，积分
读、营造崇尚学习的良好氛
还可兑换多种福利。”白马公
围，新北区薛家镇连续两年
寓业委会主任姜雷介绍，
开展“学习强国”积分兑换、 2020 年，白马公寓业委会党
赢取民生福利活动。临近年
支部与中石油黄河党支部结
底，薛家镇白马公寓小区的
对共建，开展“学习强国”积
业主们，纷纷拿着 2021 年度
分减免油费活动，
“积分达
的强国积分，提前抵充 2022
10000 分，可赠送 400 元油品
年度的物业费。
抵用券；积分达 20000 分，可
昨 天 下 午 ，白 马 公 寓 业
赠送 600 元油品抵用券。”
主高国峰来到小区业委会办
新北区薛家镇东坡社区
公室办理物业费减免手续。 党支部副书记邱刚表示，通
70 岁的高国峰已有 41 年党
过学习强国积分兑换，激发
龄，
“ 学习强国”APP 上线以
了社区居民的学习热情，鼓
来，他每天都会参与学习，目
励大家参与到全民阅读行列
前 已 有 积 分 50015 分 ，其 中
中来，未来将把活动经验向
2021 年全年积分 17500 分。 更多社区推广。
据白马公寓小区业委会测
为聚焦更丰富的精神文
算，高国峰凭强国积分可享
化生活，近年来，新北区薛家
受 2022 年度物业费减免 300
镇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
元的福利，而高国峰的妻子
化、优质化水平，深入推进全
拥有学习强国年度积分
民阅读工作。2021 年，该镇
10000 分 ，也 可 减 免 物 业 费
相继举办全民阅读春风行
200 元。
动、护苗 2021 专项行动暨绿
“凭借学习强国积分，我
书签周末关爱圆梦行动，依
们家物业费一下减去 500 元， 托常州市图书馆薛家分馆、
非常高兴。强国积分兑换， 村社区图书馆、临平书苑等，
不仅能调动大家学习的积极
举办全民阅读活动 120 余场。
性 ，更 充 实 了 我 的 退 休 生
活。
”
高国峰说。
据了解，白马公寓小区
开展的“学习强国”积分抵充
物业费活动明确，全年学习
累计 7000 分以上，可减免物
业 费 100 元 至 300 元 不 等 。
活动自开展以来，已有 1000
业主兑换
“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
”
积分

规模小、范围散、服务能
力弱等问题。针对这一
情况，
“ 货通天下智慧物
流 ”大数据云平台依托
大数据、云计算、卫星定
位、人工智能等技术，面
向生产制造型企业、物
流专线公司、货运司机
“货通天下智慧物流
货通天下智慧物流”
”
大数据云平台
等物流运输参与方提供
以上。同时，云平台还能为相关
智慧物流服务，实现多方共赢。
部门提供物流监管和数据统计分
“货通天下智慧物流”大数据
避免物流税源流失。
云平台是一个系统集群性平台， 析工具，
未来，钟楼经开区将继续聚
除订单管理系统和电子商务系
焦“数字经济先导区”目标定位，
统 ，还 有 智 运 行 车、智 运 大 数 据
实施数字经济引领行动，支持“大
等，有效减少了物流“中间商”层
数据+物流”平台建设，加强物流
层转包带来的额外费用。用户不
仅能规避收款难、收款慢等问题， 信息资源互联共享，为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贡献力量。
平均物流开支费用还可降低 10%

本报讯 随着春节的临
近，网购需求不断增加，快递
行业也将迎来春节前的物流
高峰。近期，多家快递公司
明确，2022 年春节“不打烊”
以满足节日期间消费者的寄
递需求。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德
邦 快 递 率 先 宣 布“ 春 节 不
休”，为年货等物资顺畅流通
提供快递服务。之后顺丰速
运、中通快递、韵达速递、京
东物流、申通快递、极兔速递
陆续宣布“春节不打烊”，以
满足节日期间的寄递需求，
保障防疫和民生物资的畅通
运输。根据中通和韵达公
告，1 月 30 日（腊月二十八）
至 2 月 4 日（正月初四）提供

“春节无休服务”，服务范围
包括全国地区（疫情区域、偏
远地区除外），其他日期提供
常态快递服务。
记者了解到，与美容美
发、洗车等服务业在春节期
间加价类似，快递服务价格
也有“春节模式”，会收取一
定“春节服务费”。关于加价
幅度，部分快递企业承诺将
涨价控制在合理范围。中通
调整了指导价格并对外发
布：1 公斤及以内快件每单涨
幅不超过 1.5 元，1 公斤以上
快件首重报价每单涨幅不超
过 1.5 元，续重报价每公斤涨
幅不超过 0.3 元。
中通还表示，会为春节
留守的一线员工提供完善的
激励政策和福利保障，以保
证快递小哥就地快乐过年和
服务质量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