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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洁

近日从省文旅厅传来喜讯：天宁
区、钟楼区入选第五批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及建设单位公示名单。常州
将继苏州之后成为全省第二个全市
全域创成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城市。
常州将 2500 多年历史文化资源提炼
为旅游资源，让文化以看得到、听得
到、摸得到的形式走到游客中间，同
时令城市文脉熠熠生辉。

翻涌千年的大运河畔，如今是
时尚青年逐梦街区；建于康熙年间
的园林之中，声声鼓点与科技灯控
联袂引出曼妙戏腔；代表半部常州
史的青果巷，旧时白墙黛瓦讲述今
朝故事⋯⋯伴随“532”战略的全面铺
排开展，常州深入推进城市记忆工
程，梳理挖掘文脉资源，致力于让典
籍中的常州、文物中的常州、遗迹中
的常州，在融通古今中活态呈现、焕
发新生，擦亮城市旅游名片。

汇 古 融 今
传统戏曲焕新归来

为更好呈现传统戏曲精髓，给城
市旅游增加更多看点、亮点，文旅相
关部门以重新创作编排、创新舞台舞
美、利用高新声光电技术等多种焕新
方式，生产出古今融通、文旅融合、多
元呈现的剧目。

仲夏六月夜，山水花木为幕，亭
台楼榭为台，拥有 300 年历史的锡剧
与拥有 350 年历史的近园相遇，在现
代化灯光与舞美的助力下，常州首个
沉浸式园林演艺剧目——实景版锡
剧《珍珠塔》诞生。演出利用传声和
光影技术，创新采用一步、一景、一幕
的演绎方式，让游客跟随剧情穿行于
庭院之间，做到园中有景、景中有戏，
将剧目的唯美委婉推向极致。

青果巷内的原阳湖城隍庙戏楼
正在修葺，紧邻新建的小剧场有 200
至 300 个座位，合为青果巷“演艺大
观园”，让市民游客未来在青果巷里
有得逛、有得看、有得听。还有香港
老饭店的传统曲艺舞台、运河五号街
区的相声专场、古运河书场的评弹评
书，以及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
题》、锡剧《烛光在前》、中篇弹词《邓
稼先》、民族管弦乐《守望乡愁》、音乐
剧《白云溪上》、锡剧《苏东坡》、滑稽
戏《黑皮书记》、儿童剧《草房子》等新
创精品剧目巡演⋯⋯这些，仅是“常
州有戏”IP打造的开端。

互 动 互 通
古迹文保活态呈现

为加快建设城景一体的新型旅
游城市，常州高标准实施总投资超百
亿元的文保修缮工程，整体打造前后
北岸、大庙弄、塔寺园、南港等具有辨
识度和江南韵味的旅游休闲街区，激
活千年运河文化和江南名城 IP，构建
城市旅游新空间。

“青果熙市”汇集非遗展陈，“青
果有光”上新国潮演艺，“赵元任音乐
艺术节”教我如何不想她⋯⋯始建于
明万历年间的青果巷是常州最具历
史文化气息的古巷。街区一期汇聚
名士故居、非遗展陈、文化场馆，成为

“江南名士第一巷”的最佳注解，将于
年内开放的二期将进一步带领市民
游客体味常州文脉传承的底蕴。

目前，常州已完成文庙大成殿、
意园、近园、盛宣怀故居等 20 个重点
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积极推进打造江
南古典园林群落，保护传承好金坛刻
纸、乱针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
焦溪古镇联合申遗，建设三星村遗址
保护公园，完成三杰纪念馆周边环境
整治工程，积极谋划大观楼、止园等
历史经典建筑复建等工作。城市历
史文化已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营造游
客观览氛围。

生 机 勃 发
工业遗存重现魅力

近年来，常州将工业遗产保护与
城市更新、创意经济相融合，形成工
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常州经
验”，变“老念想”为“新地标”，让游客
在斑驳的围墙、爬满青藤的厂房中感
受常州工业文化的历史内涵与魅力。

灯火辉煌处，人间烟火地，常州
三堡街近来不止一次登上城市热
搜。宽 5 米、长 1200 米的街面暮夜
时分热闹非凡。以运河五号为中心，
东起西仓桥，西至西大王庙，行人游
客穿梭其间，叫卖声、嬉笑声伴随运
河水声，汇聚成城市夜游的欢歌。

“护其貌，显其颜，铸其魂，扬其
韵”，常州目前拥有省级工业旅游区
11 个，建设运河工商业文化展馆 14
处，恒源畅厂、大明纱厂、戚墅堰机车
厂都已成为国家工业遗产。“运河五
号创意街区”留存各时期工业建筑、
设备及相关档案，打造成集文化、艺
术、设计为一体的文旅集聚区；南港
码头休闲街区原是市交运南港装卸
储运公司所在，现为以集装箱装置艺
术和音乐艺术为特色的主题美食街
区；常州梳篦厂内的常州梳篦博物馆
以实物展出、图文介绍、游客互动等
形式，集中展示梳篦的工艺与成就，
是常州首个“工业旅游示范点”；国光
1937 科技文化创意园重整老车间，
多功能产业园区为工业遗存注入文
化内涵⋯⋯

全 域 进 阶
资源转化古城魅力新生
常州即将成为全省第二个全市

全域创成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城市，常
州文旅各项数据表现的确十分亮
眼。近年来，常州旅游接待总人数、
旅游总收入恢复指数分别列全省第
一、第二。35个市级重点文旅项目完
成投资超 69 亿元，在全省率先入选
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环球
恐龙城、青果巷分别创成首批国家
级、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统筹
1000 万元资金，拉动文旅消费提振
回暖。

下一步，常州将继续打响大运
河、老城厢两大 IP，推进旅游度假区
提档升级、文旅产品融合创新等五大
工程 47 个文旅重点项目，用好科技、
数字两大创新利器，升级建设城市文
旅服务总入口、文旅产品总出口，致
力于成为近悦远来的文化会客厅和
旅游首选地。

历史名城常州文化荟萃

文化遗存的活化焕新令城市旅游魅力倍生

■赵鹤茂 杨兆平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省
儿童艺术剧院（金坛华罗庚
艺术团）获悉，由省委宣传部
指导，省文投集团、市委宣传
部策划的原创青春剧《野蜂
飞舞》，入选“新时代现实题
材优秀儿童戏剧线上演”，将
于7月2日在第11届中国儿
童戏剧节常州分会场开幕式
上演出。

据了解，经文化和旅游
部批准，第 11 届中国儿童戏
剧节将于 7 月 15 日至 8 月

21 日在北京举办。本届戏
剧节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
办，设四川成都、浙江嘉兴、
江苏常州和河北固安 4 个分
会场。

青春剧《野蜂飞舞》，由
江苏大剧院、江苏省儿童艺
术剧院联合出品，曾在去年
的紫金文化艺术节摘得“优
秀剧目奖”。

《野蜂飞舞》改编自江苏
著名作家黄蓓佳的同名长篇
小说，是国内首部以八年抗
战为背景讲述“华西坝”历史
的青春群像剧，故事温暖深
情，主题辽阔悲壮。全剧围

绕黄橙子与义兄沈天路的成
长经历展开，哥哥出征报国，
姐姐北上延安，沈天路牺牲
在对日空战中⋯⋯剧中 5 个
孩子从幼时终日生活在日军
的狂轰滥炸下，到逐渐成熟
走向抗日前线，成为80年前
的一曲青春之歌。

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
院 长 史 国 生 表 示 ，当 天 下
午、晚上，该剧将在常州大
剧院连演两场，父辈的青春
激情，将再一次在舞台上飞
扬。全体演职人员将用心、
用情投入，倾力演绎好这部

“重头戏”。

第11届中国儿童戏剧节“重头戏”——

《野蜂飞舞》7月2日登陆常州大剧院

■杨曌 包海霞 刘博

本报讯 由常州大学音
乐与影视学院学生参与主演
的常州市首部大型沉浸式话
剧《织梦运河》，近日在运河
五号小剧场上演。

该剧以常州工业发展的
典型人物为主线，融入运河
市井文化、老城厢文化和红
色文化，讲述三堡街上“恒源
畅”的由来，描绘大运河畔的
名人轶事，让工业遗存、历史
风貌与城市人文深度融合，
折射了老一辈工商实业家的
奋斗历程，展示了百年工商

对常州、对青年成长的影响。
此次演出是常州大学艺

术实验性探索与浸入式戏剧
感官体验相结合的全新尝
试，该校音乐与影视学院 8
位同学参与主演，生动刻画
人物形象，展现扎实专业技
能，现场获得好评。

音乐与影视学院表演
专业 2019 级刘子龙在剧中
饰 演 主 角 汤 梦 熹 。 他 说 ：

“我觉得常州是一个包容性
很强的城市。汤梦熹是常
州人，他遇到挫折不害怕，
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品质
令我动容。”

常州大学音乐与影视学

院院长熊祖鹏表示，参演该
剧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的舞台
表演能力。“学院将进一步挖
掘常州本土文化，通过打造

‘美育+社会实践’平台，陆
续开展一批同人民生活、文
化生活、精神生活相关的美
育活动，为常州地方文化的
发展贡献应有之力。”

据悉，常州大学围绕“以
美育人、以文化人”宗旨，立
足专业特色，深挖育人要素、
统筹育人资源，将艺术教育
的普及性与专业性创新结
合，不断提高师生审美和人
文素养，积极营造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美育氛围。

常大学子参与主演受好评

我市首部大型沉浸式话剧《织梦运河》公演

■吕亦菲 夏晨希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昨天上午 8 点
半，随着江苏省第20届运动
会青少年部小轮车 17—18
岁组男女混合团体（个人计

时）比赛鸣枪开战，本届省运
会部分项目在泰州市小轮车
运动中心提前开赛。常州代
表队在首日收获一金四银。

在 青 少 年 部 小 轮 车
17—18 岁组男子越野赛项
目中，常州运动员陈彦霖、封

一品分别以 40 秒 18 和 41
秒 834 的成绩包揽冠亚军。
此 外 在 青 少 年 部 小 轮 车
17—18 岁 组 女 子 越 野 赛、
17—18 岁组男女混合团体

（个人计时），15—16 岁组男
女混合团体（个人计时）这三
个项目中，常州代表队均收
获银牌。

自行车是常州传统项
目，近年来，常州自行车队由
江苏省常州体育运动学校与
金坛区联办，学校负责教练
员队伍建设管理、训练计划
制订等，金坛区则负责为运
动队伍提供训练场地及后勤
保障。

据悉，江苏省第 20 届运
动会将于 8 月 28 日在泰州
正式开幕，9 月 5 日正式闭
幕。

江苏省第20届运动会部分项目提前开赛

常州代表队首日收获一金四银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