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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毗陵陵··发现发现
“除了《上下五千年》，还有什么比

较适合儿童历史启蒙的书呀？”“家长
们，求推荐介绍中国近现代史的童
书。娃最近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
别感兴趣，叫我买！”“最近学到成语

‘指鹿为马’，我简单说了下楚汉相争
的故事，孩子一直追在后面问。怎么
办？”近日，我市多个亲子社群掀起了
一波儿童历史启蒙的风潮，富有地方
特色的立体阅读等研学方式吸引了不
少亲子家庭的参与体验。

“为了给孩子启蒙历史，当妈的操
碎了心。深了，娃听不懂；浅了，没意
思；年代多了，记不住；人物少了，没的
说。”家有四年级小学生的许女士说，
自己的历史知识几乎全来自当年中学
时期的课本，当时觉得很枯燥，可如
今，孩子对历史感兴趣，怎么给他准备
相应的阅读书目，成了许女士头疼的
事。

3月20日，著名历史科普推广人
“馒头大师”张玮携新书《历史的温度
5：那些博弈、较量与人性》做客半山
书局，给孩子和家长们分享《生于博弈
时代》的讲座。

张玮的童年记忆里，妈妈一直给
他买大量的书，《中国历史成语故事》
是他的启蒙读物。从2016年创建自
媒体“馒头说”，到2017年推出第一本
《历史的温度》，之后以年均一本的速
度出版该系列历史科普书，张玮用自
己的私人阅读经验传授如何挑选历史
书：“我的标准很直接，凡是历史科普
书中出现有大量人物心理活动的，我
就不读了！历史的细节一定要经得起
各种史料的印证，才有温度！”

“好的历史题材绘本或童书，国内
目前仍然稀缺。”2019年，张玮为了女
儿创作《写给孩子的论语课》一书，他
用漫画和讲故事的方式，不仅给孩子

讲了《论语》，还适当普及了春秋战国
时期的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
说文史不分家，让小朋友阅读历史很
有必要。”

一位听完讲座就带着儿子排队参
加签售的家长钱女士说：“孩子今年八
年级了，之前看得比较多的是混子曰
的‘半小时漫画历史’系列，看的时候
总是不时爆笑。这次听完张玮老师的
讲座，就想一下子把5本都买全了。”

从幼儿园中班就开始给女儿听历
史类音频的金女士说：“选音频是因为
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听，节约时间，而且
记得很牢。”她说，最早听的是陈卫平

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写给儿童的
中国地理》等，后来又在“喜马拉雅”上购
买了“历史学家爸爸讲历史”等系列音
频。如今，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和她聊
天时，会说起哪个朝代发生了哪些事件。

据半山书局、新华书店等我市实体
书店不完全统计，目前，历史科普读物销
量靠前的有《明朝那些事儿》《半小时漫
画中国史》《万历十五年》《大英博物馆世
界简史》等。遗憾的是，近年来出版的中
国近现代史部分的科普绘本及低龄儿童
读物相对较少。

历史书应该怎样读？张玮说，我们
永远无法触碰完全真实的历史，除非发

明时光机器回到过去的那时那刻。历史
科普人目前能做到的，就是用翔实的史
料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阅读历史科普
书，不仅需要兴趣的引导，也需要多看，
才能分辨出什么样的历史是靠谱的。无
论如何，多阅读肯定不是坏事。

记者了解到，我市多个读书会以历
史文化结合书籍深度阅读的方式，推出
了研学类“立体阅读”，给儿童历史启蒙
添了一条“起跑线”。英雄读书会发起人
陶冶介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他们将以“童心向党”为主题，实地
打卡常州红色文化地标。

何嫄图文报道

深了，娃听不懂；浅了，没意思——

寻找儿童历史启蒙的“起跑线”
本报讯 记者23日从常州大

剧院获悉，伴随着常州大剧院
2021年·戏剧舞蹈演出季拉开帷
幕，近20部好作品将于4月至5月
和常州市民见面，包含了音乐会、
演唱会、舞台剧、音乐剧、亲子剧、
戏曲等。

在音乐会系列中，郎朗2021巴
赫《哥德堡变奏曲》中国巡演·常州
站将于4月11日如期上演。届时，
著名钢琴演奏家郎朗将为常州乐迷
带来音乐史上规模最大、结构最恢
宏，也是最伟大的变奏曲之一——
《哥德堡变奏曲》。还有两场音乐会
也要与市民见面：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党歌颂百年”——中
央歌剧院声乐专场音乐会、大型音
乐史诗《东方红》交响合唱音乐会。

在音乐剧系列中，观众将欣
赏到《面试》中文版、《水
曜日》中文版及《献给阿
尔吉侬的花束》中文版三
部 作 品 。 作 为 音 乐 剧
《INTERVIEW》的 中 文
版，《面试》身世不俗，原
版在初演时就全场售罄。
2019 年《面试》中文版开
演以来，一票难求，2020
年在部分城市巡演时更是

在开票后即售罄，也获得了无数
观众好评，成为音乐剧中口碑、
票房双丰收的黑马。

市民还将在4月、5月欣赏到
“千与千寻”久石让&宫崎骏动漫经
典音乐作品演奏会、音乐情书——
音乐向爱情致敬音乐会两场市民
音乐会，由东野圭吾成名小说改编
的《放学后》、澳大利亚“国宝级”喜
剧《燃烧的疯人院》两场舞台剧，
《冰雪奇缘》动画经典曲目视听音
乐会、童话剧《小蝌蚪找妈妈》、儿
童剧《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三部
亲子剧。另外还有李胜素领衔主
演，于魁智、江其虎等名家助演的
京剧传统经典大戏《凤还巢》；纪念
BEYOND经典金曲演唱会；原创
舞剧《河》等作品。

（郑雨露 吴蕾）

戏剧舞蹈演出季

近20部好作品
亮相常州大剧院

本报讯 “服务耐心，态度好。
本来还担心不会操作手机，半天办
不完，没想到这么顺畅。”日前上午，
83岁的徐大爷和老伴来到高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业务专区“敬老
专窗”，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澳门
团队旅游签注业务，对窗口工作人
员赞不绝口。

老夫妇从坐下到办理完结，全程不
到10分钟，一直有引导员陪同。考虑
到老人腿脚不便，窗口工作人员还贴心
提供了证件邮寄服务，使证件在7个工
作日后直邮到老夫妇家，真正实现了群
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近年来，各类“网上办”“指尖
办”“掌上办”在便利群众的同时，却

难住了一部分不会上网、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年人。高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的公安窗口一直关注老年群
体的办事体验，特地增设“敬老专
窗”，为老年人提供更贴心、细致的
服务，帮助老年人在智能化时代跨
越“数字鸿沟”。

遇到徐大爷这样的老年办事群
众，“敬老专窗”即刻启动传统的人
工办事通道，免排队等候，专人全程
引导服务，并提供放大镜、老花镜等
用品。下一步，“敬老专窗”将向派
出所户籍窗口延伸，继续为老年人
提供家门口的便捷办事服务，让“夕
阳红”更好地融入数字政务。

（李文霞 汪磊）

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业务专区——

开出敬老专窗
便利老年群众

3月22日，记者跟随市供销合
作社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走进
常州科丰葡萄专业合作社的葡萄基
地。大棚内，葡萄藤上已经透着绿
叶，呈现出勃勃生机。

“这片是绿色种植的‘阳光玫
瑰’，等到5、6月份葡萄挂在枝头时，
要套袋防虫，预计8月份就能上市。”
科丰葡萄合作社理事长陆燕良介绍，
130多亩葡萄基地，用的都是有机
肥，就是把修剪下来的枝条粉碎后变
成堆肥，再回归农田。用黑色除草布
抑制杂草生产，实在没法用物理方法
解决杂草问题的地方，就采用人工拔
草，坚决不用除草剂和杀虫剂，确保
葡萄的口感和品质。

在武进区礼嘉镇，陆燕良是有
口皆碑的“葡萄王”。早些年，他一
直在外地做工程，钱赚了不少，可总
想着在常州的父母和家人，浓浓的
思乡情促使他回乡创业。1998年，
他试种了13亩葡萄，成功后慢慢地
扩展到130亩。“这一种就是20多
年，既然种了，就要种好。”当初，也

有人劝他用氨基酸肥料或激素，说
长出来的葡萄个头大、产量高，陆燕
良不为所动，坚持绿色种植。他说：

“搞农业要讲科学，讲科学才能丰
收；也要有品牌，所以我就取名‘科
丰葡萄’。”

陆燕良介绍，种植葡萄并不是
亩产越高越好，只有控产了，每一粒
葡萄才能享受至少3片果叶的“供
养”，他们基地的葡萄，基本控制在
每串65-70粒，“阳光玫瑰”每粒重
12-13克，亩产3000-3500斤，“夏
黑”每粒约重8克，亩产2500斤左
右。

如今，陆燕良不仅是合作社理
事长，还是礼嘉镇“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联合会”会长。借助“农合联”这
一平台，他积极推广有机绿色种植
方式。目前，礼嘉镇采用避雨棚和
大棚等农业设施进行葡萄种植的面
积已达80%-90%。越来越多的种
植户使用有机肥、低毒高效低残留
农药等，确保葡萄种植业的高质量
发展。 王燕飞 秋冰 胡平

礼嘉“农合联”
推动葡萄绿色种植

本报讯 昨天上午，以“感知生
命，敬畏自然”为主题的常州市第八
届集体生态安葬公益活动在常州龙
城古园陵园举行，9位生态葬践行
者魂归大地。

在庄严而肃穆的集体安葬仪式
中，9名身着黑色礼服的司仪人员
撑起黑伞，陪同逝者家属缓步走进
仪式现场，协同家属完成上香、点
烛、鞠躬、撒花、安放、培土、封穴、祈
愿、敬献鲜花等一系列专业而温情
的安葬仪式。

本次集体生态公益安葬，是将
骨灰放入可降解骨灰坛中，埋葬于
草坪。

活动中，常州民俗专家季全保赠
送了书画作品，生态葬家属代表致词
寄哀思，常州吟诵艺术协会丁香朗诵
诗歌《清明，我们回家》。最后，市民
政局领导分别为绿色生态葬践行者
家属代表颁发生态葬证书。

为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生态安
葬，逝者家属将获得2000元奖励。
自2015年我市推行绿色生态殡葬
工作实施办法以来，在常州龙城古
园，已有62位逝者长眠于生态葬
区、616位海葬践行者的名字被镌
刻于此。全市其他生态葬示范区内
生态葬已达1300多例。

（汤勇 庄奕）

我市举行集体
生态安葬公益活动

（上接A1版）
连镇铁路南延（镇江-溧阳）段：北

承连镇铁路、沪宁城际，中连扬镇宁马铁
路、南沿江城际铁路，南接宁杭客专，串
联沿海、京沪、京杭等多个铁路通道。项
目路网意义显著，可大大提升金坛、溧阳
的枢纽能级。项目总里程约97.8公里，
其中常州境内67公里。

盐泰锡常宜铁路：北起盐城市，中连
扬州市、泰州市，跨长江后，经无锡市、常
州市，终至宜兴。线路北承青盐、徐宿淮
盐铁路，中连北沿江、苏南沿江、沪宁城
际，南接宁杭高铁，形成纵贯鲁东南、苏
北、苏中、苏南及浙江沿海地区的快速客
运通道。线路设计标准350公里/小时，
其中靖江至常州段设计标准为 250 公

里/小时。线路全长319公里，其中常州
段线路长度20.5公里，设常州南站，在常
州境内与常泰铁路并轨。

苏锡常城际铁路：沿途串联苏州、无
锡、常州城区，向东对接上海都市圈轨
道，向西接入奔牛国际机场，是一条串联
苏锡常都市圈核心区域的轨道交通快
线，是促进苏锡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
撑。常州境内由横林洛阳附近进入常
州，经延政路向西接入常泰铁路常州站，
后分别形成往奔牛机场、金坛城区的都
市圈快线。苏锡常城际铁路及金坛连接
线常州境内总里程 90.5 公里，设站 18
座。

丹金杭高速：由丹金高速公路与镇
泰、金宜共同构成丹金杭高速，是我市高

速中环的西环线。其中，丹金高速公路
拟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全长42.6公里，
常州境内里程约13公里。

靖澄常宜高速公路：北起沪武高速
公路，沿常锡边界向南接入沪宜高速公
路，与靖澄高速公路、沪宜高速公路共同
构成靖澄常宜高速通道。

宁常高速（西林-导墅）段：连接常
州主城区与金坛、丹阳、句容、江宁等地
区，拟先期启动宁常高速常州主城区至
丹金高速公路段建设。先导段路线全长
22.1公里，其中常州段13.2公里。

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北起长江，沿
途经过常州市魏村、安家和吕墅三个集
镇，南至与苏南运河交汇口连江桥，包含
魏村枢纽在内全长21.4公里，共改建16

座桥。拟改造后德胜河航道里程为17.7
公里（不含魏村枢纽），设计代表船舶为
1000吨级顶推船队。

常州奔牛国际机场航站区改扩建
工程：计划扩建航站楼 3.1 万平方米、
新建货运库 2 万平方米、综合停车楼
2.3 万平方米、倒班宿舍及员工食堂
5500 平 方 米 、场 务 用 房 和 特 种 车 库
2550 平方米、业务保障用房 2000 平方
米，新建二次雷达空管工程，同时配
套建设通信、导航、供电、消防救援等
辅助设施。

芜申线溧阳溧城西作业区：该作业
区码头工程位于中关村园区芜申线三级
航道北岸、239 省道南侧、宁杭高速西
侧、淦西大桥东面。设计年吞吐量 350
万吨，水域拟建设12个1000吨级泊位，
港区用地总面积23.09万平方米，建设集
装箱堆场、件杂货堆场、散货堆场以及相
应的生活、生产配套设施。

我市将实施五大类55个交通重点项目

（上接A1版）
四要聚焦“数字政务”，科技赋能政务

“瘦身”。建好“一网通办”总门户，加强数
据归集、技术支撑，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事项

“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市域通办”，试点
一批“免证办”“自动办”服务场景，新增一
批“秒批秒办”服务场景，让“一网通办”平
台真正“能办”“好办”“愿办”。

五要聚焦“精准施策”，打通政策直
达渠道。我市已建好企业政策服务平
台，要提升推送精准度，不断提高政策
与企业的匹配度，让政策精准直达、高
效兑现。

六要聚焦“法治环境”，保护企业合
法权益。加强行政执法规范，梳理出台
我市重点领域涉企常用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基准和企业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
切实解决执行难，在健全执行网络查控
系统、建立健全查找被执行人协作联动
机制等方面拿出具体举措；提高办理破
产效率，推进实现破产案件受理审结数
量“双提升”。

七要聚焦“创新发展”，构建更具活力
生态。强化金融支撑，完善机制，引导金
融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科创企业信贷投
放；优化创新服务，最大限度简化科技企
业办事手续和流程；保护创新成果，为企

业提供知识产权获权、确权、维权的快速
通道。

去年以来，我市成立“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专班，制订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和《重
点任务清单》，208项任务全部完成，干成
了一批亲商便商的实事，实施了一批稳商
惠商的良策，拿出了一批助商扶商的硬招，
解决了一批护商安商的难题，营造了更加
尊商崇商的氛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会上，市法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溧阳市、新北区、郑陆镇作工作交流。

（黄钰 常政务）

链接：

2021 年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18 项攻坚
任务分别是：企业开办注销“一站办结”，推
进劳动力市场灵活监管，提高建筑许可效
率，维护政府采购透明公正，创新招标投标
服务与监管，优化电力接入服务，优化水气
接入服务，全面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化”，
便利融资降低企业成本，强化投资者权益
保护，加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应用，推动
跨境贸易提速降费，推进纳税集成智能办
理，完善合同纠纷化解机制，提升破产办理
质效，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擦亮政务
服务“畅通办”品牌，营造包容普惠创新环
境——鼓励创新创业。

我市部署18项206条
年度重点改革措施

（上接A1版）
这次突围中，王丰庆为掩护同

志们过河，亲自架起机枪阻击追过
来的400余名敌军，不幸头部中弹
牺牲，时年33岁。李复胸膛中弹，
牺牲时34岁。

这场战斗已经过去80年，但英
勇悲壮的一幕仿佛还在眼前。“战斗
结束后，牺牲在祠堂后的王团长还
被日伪军刺了好多刀。”朱秀春听母
亲说过，当时王团长穿着军大衣，周
围满是鲜血和飞散的棉絮。后来日
伪军进村，挨家挨户搜新四军。朱
秀春家距祠堂仅10多米，和邻居家
有一条夹弄，外面看不出，家里能进
去，有10多米深。当时有几名新四
军战士来不及撤退，与她的父母和
伯伯一家人都藏在里面。虽然几拨
鬼子搜查，都没有发现。

吊桥突围战，牺牲了200多名
新四军官兵。

抗战胜利后，武宜各界代表千
余人来到寨桥，隆重举行阵亡将士
追悼会。2000年，原寨桥镇党委在
牺牲烈土埋骨处立下烈士纪念碑，
修建了烈士陵园。陵园入口处的烈
士英名录，记录着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牺
牲的烈士姓名。观咀村党总支书记
陈刚说，每年清明，多位烈士的子侄
会从外地赶来祭拜。

在吊桥村这片被烈士鲜血染红
的土地上，如今已发生天翻地覆的
变化。

朱秀春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村里逐步走出了以农产品种植为特
色的发展之路，先后成立了稻米、桃
子、葡萄、渔业等专业合作社，发展
了电商销售模式，使村民收入稳步
提高。其中，水蜜桃专业合作社目
前种植面积有130亩，去年销售额
近300万元。

随着南环线等交通项目的实
施，该村工业经济也获得较快发
展。陈刚告诉记者，观咀村现有工
业企业46家，去年实现工业产值2
亿元，村集体收入提高到200多万
元。江苏鑫和泰机械、凯宏铝业等
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并带动了铸造
零部件企业集群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为群众谋幸
福，是新时期‘前黄攻坚战’。”前黄
镇党委书记龚新宇告诉记者，前黄
濒临滆湖，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
资源丰富，是武进国家高新区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千
年水乡，耕读前黄”定位，全镇上下
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积极
发挥“农合联+新型经营主体+农
户”作用，着力提升项目要素保障能
力，培育文化旅游、亲子休闲、滨水
运动、健康养老等服务业。今年，前
黄将完成祝庄等7个精品美丽乡村
建设，力争“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
上美丽”，同时推动风光互补能源基
地、电梯物联网等11个超千万元项
目建设投产。

王可人 严晓芳 陈涛

（上接 A1 版）嵌入数字“1921”代表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2021”

代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两个圆形寓意党和
国家事业犹如滚滚历史车轮，势不可

挡，勇往直前。
活动标识可广泛用于各地区各部

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
环境布置和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用品制作。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