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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昨天勇救落水母子
曾义务讲授传统国学道德文化200多场———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一位男子
奋勇跳进新闸荷园勇救落水母子，
救人后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现场只
留下一双救人陷进淤泥的鞋子，以
及又一个最美丽的背影。

今年新闸荷园花期早，大批游
客周末接踵而至。昨天上午10点
多，睡莲区突然传来大叫：“有个小
孩掉河里了！”原来，4岁多男孩孟
琦拿着水枪在池塘边玩耍，一不小

心掉进了水里。孩子的妈妈李女士情
急之下，直接跳水救儿子。可是，根本
不会游泳的母亲下水后整个人直往下
沉。站在岸边的李女士另一个孩子、两
岁左右的女儿哇哇大哭。

关键时刻，人群中一位戴着眼镜
的中年男子冲了出来。他顾不上脱
鞋，就跳下水救人。该男子先游到孩
子边上，把眼看就要被河水吞没的孩
子捞出水面，托着孩子向岸边靠，并

呼喊大家赶快把孩子拉上岸。然后转
身，又游向已被水呛得不停挣扎的母
亲。这时，岸上其他人也下水一起帮
忙，将孩子的母亲从水中托起，拉上
了岸。

男子从水里赤着脚爬出来，问过
孩子和大人没事后，便打算悄悄离开。
李女士连忙让大家帮忙问姓名，可他
怎么也不肯，转身就走了。荷园管理方
得知此事后，几经周折，终于在当天下

午打听到救人者是一位老师，是我市
交通技师学院老师李雄。

学校师生听说李雄老师的事迹
后，纷纷表示这并不是偶然。李雄是该
校工程车辆系副主任、汽车专业老师，
从教近30年。在学校，他平易近人，被
系里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好老师。他
是常州公益助学联合会国学委员会负
责人，是去年该学会推荐的常州10大
志愿者之一。据了解，他曾义务为社
区、学校、少管所等地义务讲授《弟子
规》、《三字经》等传统国学道德文化
200多场。

截至发稿，记者也未能与李雄老
师本人联系上，因为他的手机在救人
时被水泡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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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引领 突出创新 深入合作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领导小组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本报讯 坐落在我市溧阳的江苏中
关村科技产业园，是江苏省对接中关村
科创资源的第一个实质性载体。20日，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领导小组第二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就下一步深入合作，共同推进园区发展
达成共识。

北京市委常委、中关村管委会党组
书记苟仲文，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江
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云峰，市委书
记阎立和副市长王成斌等出席会议。

2012年12月以来，江苏中关村科技
产业园以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主攻
点，实施技改扩能项目35个，完成技改
投入4亿元。产业集群规模不断扩大，智
能电网、装备制造两大支柱产业规模分
别达300亿元和380亿元。去年共引进58
个项目，其中北京已有20多家创新型骨
干企业进驻科技产业园，另有15个合作
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中。

苟仲文表示，北京中关村正在进一
步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关村会进一步加强
与常州的合作，让更多的创新人才集聚
到园区，鼓励更多的创新企业去常州发
展，在中关村这个大平台上，共享创新
资源。

李云峰说，江苏将积极呼应和配合
中关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江苏
中关村科技产业园今后的建设中，突出
企业发展，加快壮大产业规模，注重引进
拥有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市场优势的国
内外知名企业； #下转A8版$

江南运河常州城区段成为我市首个世界级遗产
昨天下午3点，大运河、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均获成功

本报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
开。多哈当地时间22日10时19分（北京
时间下午3时19分）大会宣布：中国大运
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
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随后由中
哈吉3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
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界遗产也获
成功，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

目。至此，中国已有世界遗产47项。
我国此前是45项，列全世界第二

位，仅次于意大利。
此次，大运河是由北京、江苏等8省

市的25个城市以“线性遗产”名义联合
申报的。因为“线性遗产”是由若干区段
组成，由此，江南运河常州城区段成为我
市第一个世界级遗产。

据悉，中国向本届世界遗产大会总

共提交了3项遗产申请，另一项是中国
南方喀斯特二期自然遗产。

价值所在
大运河申遗项目始于2006年12月。
据2013年1月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

国递交的申遗文本显示，常州市申遗运
河段明确为“西起连江桥、东至东方大桥

的江南运河常州城区段，运河岸线向南
北两侧各外扩5米为遗产区范围，遗产
区整体外扩30米为缓冲区范围”。

江南运河常州城区段的遗产价值体
现在哪里呢？常州历史文化名城地方文
史专家组组长邵志强多年关注、研究常
州运河历史文化，他说，江南运河常州城
区段由西向东横穿市区，长约23公里，
是江南运河穿越南方城区的典型段落，

被列为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31
个遗产区、27段河道之一。

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欲北望中
原，开凿了从望亭至奔牛、经孟河入长江
的春秋古运河，这比中国提交给多哈世
界遗产大会的申遗文本中记载的时间还
要早9年。此后运河的历次变迁，都在常
州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至今常州城区仍
然保留了从春秋到隋唐到元明的各个历
史时期的运河故道。常州保留了中国大
运河2500多年历史的活标本。

他表示，常州这座城市依河而建，因
河而兴，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运河农
业、经济乃至社会。“古今交融、繁衍生息
的‘生命力’，构成了大运河遗产无可置
疑的申遗资本。”

保护现状
我市2007年成立大运河遗产保护

领导小组，并从法规、规划、管理、经费等
方面建立保护机制，出台《常州市大运河
遗产保护办法》，公布实施《大运河（常州
段）遗产保护规划》，确定163处大运河
水利工程遗产、大运河聚落遗产、大运河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5类保护重点。

我市在运河遗产沿线不仅保护好了
运河遗产区本体，还将城区的遗产点段、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文化景观有机串联
起来；颁布《常州市市区慢行系统规划》，其
中，西起怀德桥、东至朝阳桥，总长4.5公里

的古运河北岸滨水地区慢行系统已初具
雏形；先后完成了《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常州市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区保
护规划》、《石龙嘴历史文化风貌区修建性
详细规划》、《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规划》等，并启动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修缮工程和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业
态调整工程，竞园、意园、求实园、清凉寺、
万安桥、刘氏宗祠、大陆饭店、恒源畅厂等
大运河沿线文物修缮工程陆续完成。

此外，还建设了监测系统、标识系
统、档案系统、展示系统等管理体系，全
面收集我市明清以来的水文及历史资
料，尤其是建国以来的7000余卷资料，
建立了大运河档案中心，全年免费向公
众开放；在运河五号创意街区开设了守
望母亲河———常州大运河历史陈列馆。

公众认知
我市还积极向市民广泛普及申遗理

念，陆续推出大运河志愿者保护系列活
动，组织“千人走运河，万众迎申遗”主题
毅行，老年骑行队多次自发沿大运河骑
行，沿途宣传大运河申遗，摄制“运河的春
秋”专题纪录片，开设“大运河·摄影文献
展”，举办“我眼中的母亲河”主题征文等。

此前，联合国专家、国家和省文物局
领导对常州在运河遗产保护方面所作的
努力曾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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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常州工学院召开第二次党代会

本报讯 昨天，中共常州工学
院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市委书记
阎立、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胡金波出
席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党代会
代表共157人。

阎立代表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
祝贺。阎立指出，常州正处于加快推
进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
期，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依靠科

技这个关键、人才这个核心、教育这个
基础。希望常工院以本次党代会召开
为契机，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
识、实干意识，牢牢抓住提高教学质量
这条生命线，出名师、育英才、创一流，
在办学层次、学科专业设置和毕业生
流向上充分考虑常州实际需求，努力
建设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地方
大学，为常州改革发展提供科技和人

才支撑。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
学校发展，更好地实现融合互动、合作
共赢。

常工院前身为创建于1978年的
常州市七二一工业大学，历经30多
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成为以工科为
主，工、理、管、经、文、教、艺等多学
科协调发展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目前
开设本科专业47个，普通全日制在

校学生近1.5万人，专任教师720人，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人员391人。迄
今，该校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9万余
名本专科应用型人才。按照省、市的
决策和部署，学校正全面启动北部新
城新校区建设，计划用2年左右时
间，全面建成一座功能齐备、环境优
美的现代化新校园。

#马浩剑$

中国47项世界遗产总目录
各代表性图片详见A2、A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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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遗产
（既是文化遗产，又是自然遗产）

泰山
黄山
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峨眉山(含乐山大佛景区$

武夷山

文化遗产
长城
明清皇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

敦煌莫高窟
秦始皇陵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曲阜孔庙、孔林、孔府
武当山古建筑群
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
庐山
云南丽江古城
山西平遥古城
苏州古典园林
颐和园
天坛

重庆大足石刻
青城山与都江堰
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洛阳龙门石窟
明清皇家陵寝(明孝陵%明十三陵等$

大同云冈石窟
高句丽王城(吉林集安和辽宁桓仁$

澳门历史城区
河南安阳殷墟
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
福建土楼
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山西五台山
杭州西湖
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遗址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
大运河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自然遗产
九寨沟
四川松潘黄龙景区
张家界武陵源景区
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中国南方喀斯特 (云南石林% 贵州荔

波%重庆武隆$

江西上饶三清山景区
中国丹霞(广东丹霞山 %湖南崀山 %

福建泰宁%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贵州

赤水$

云南澄江化石地
新疆天山(阿克苏%伊犁%巴音郭楞%昌吉$

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
着手进行防御性保护

我市中医院承担重任
本报讯 江苏省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

项目启动会暨调查工作培训会20日在我
市中医院举行。作为该项目的技术依托单
位，市中医院将具体负责调查工作的组织
实施。

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调查旨在摸清中
医药传统知识的存续状况，为有代表性的
中医药传统知识建立档案，并建成中医药
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和数据库，实现对中医
药传统知识的防御性保护。

该项目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
保护研究专项，市中医院是全国唯一一家
负责该项目技术指导的地市级医院。该院
一直以来重视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工作，
作为我市孟河医派传承保护实施单位，同
时也是国家级孟河医派传承基地，医院实
施了孟河医派百名传承人培养计划，举办
两届孟河医派国际高峰论坛，开展流派国
际交流合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孟河医派
传承培养模式，有力推动和促进了孟河医
派的传承与弘扬。 (周姝 周茜$

龙永图演讲谈及商业地产
曲晓东阐述武进万达信心

武进·城市发展高峰论坛在常举行

本报讯 昨天，由万达集团主
办的武进·城市发展高峰论坛在常州
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举行。万达商业
地产副总裁曲晓东表示，常州投资环
境和发展前景给予了万达对常州强
大的投资信心，万达看好常州未来。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首席
经济学家龙永图发表演讲。

万达商业地产副总裁曲晓东表
示，常州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给予万达强大的投资信心，万
达看好常州未来，并立志深耕于此。城

市综合体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需
品，新北万达广场开业两年，已成为常
州成熟商圈之一。在带动新北经济的
同时，万达更看到了常州城市发展的
前景，因此，在常州南翼开发第二座万
达广场。

龙永图表示，常州最大的发展机遇
在于地处长三角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地之一。常州有一批优秀的蓝领
工人，有很好的产业文化基础，常州只
要发挥好自己的特殊优势，坚持不懈发
展实体经济，把产业做得更好更强更
大，就抓住了发展机遇。他认为，在城镇
化进程中，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基本面依
然向好。商业地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
要依托，带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
设，从而保障了城市化进程。万达之所
以成功，在于创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设
施，提供了多种服务文化，走发展多元
化综合性服务体系的道路。

据悉，武进万达广场将于8月8日
开幕。 (黄洁璐 孙东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