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寓教于乐扬法治精神
高新区举办法制文艺专场

本报讯（通讯员 邵金祥）近日，常熟高新区
举办“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会和谐”2014 年度法制
文艺专场演出，用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群众送
上丰盛的法制文艺大餐。

湖东社区文艺表演队以及来自东南幼儿园的小
朋友，常熟理工学院、常熟中等专业学校和常熟国
际学校的学生同台演出了《吉祥宝宝》《南泥湾》《欢
乐颂歌》《兵哥哥》《爱从草原来》等 12 个节目。其中
有歌曲演唱和时装表演，也有舞蹈和古筝独奏，精
彩的节目不时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整台演出特色鲜明、主题突出，中间还穿插了
三轮法律知识问答，与现场观众互动，让大家在欢
声笑语中接受法制教育，在休闲娱乐中提高法制意
识，感受法制时代的文明风尚和和谐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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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油气管道安全
市发改委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本报讯（记者 严婷）近日，市发改委组织开
展石油天然气长输管线专项安全整治活动，主要对
江苏省天然气公司和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铺设
在本市境内的燃气管道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通过此次排查及燃气管道单位自查，发现本市
境内的油气管道在安全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安全间距不足、临时建筑物直接占压燃气管道、村
级小集市摊位直接建在管道上方等。针对存在问
题，江苏省天然气公司和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积极组织开展整改工作，提出相应整改方案，并将
在限期内进行整改。

东方红木作品
获创意金奖
本报讯（记者 顾惠玉）

近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上海
红木艺术家具展览会传来消
息，常熟市东方红木家俱有
限公司的参展作品“山水卧
房”获得红木家具作品大赛
卧房类创意金奖。

据了解，该获奖作品用
酸枝制作，融入了江南四大
才子之一唐伯虎的山水名画
元素，造型大气、细条流畅、
雕刻精美。作品将书画与家
具结合，既增强了家具的观
赏水平，又提高了家具的艺
术文化价值。

第七届中国上海红木艺
术家具展览会于 9 月 18 日至
21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与其联袂登场的还有第四届
中国上海香博会。此次展会
规模约为 3 万平方米，吸引
了超过 400 家参展商和超过
5万名行业收藏者和爱好者。

回顾历史珍视今天
纪念常熟武工队成立 70 周年

本报讯（记者 朱侣枫）近日，市新四军历史
研究会在古里镇举行常熟武工队成立 70 周年座谈
会。“民抗”司令任天石的后代和苏常太武工队大
队长朱英的后代出席座谈会。

1941年7月，日伪对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苏
常太地区的抗日武装撤出清乡区，后又到苏北开辟
根据地。1942 年初，任天石、薛惠民等革命先辈
恢复开展苏常太地区的抗日斗争。武工人员从苏北
根据地渡江南下，依靠地下党员、抗日群众开展抗
日斗争，队伍不断壮大。1944 年 9 月，苏常太武
工队在苏家尖魏家宅基正式成立。1944 年冬至日，
武工队奇袭吴市区公所，镇压伪区长、伪镇长。与
会人员表示，重温、研究这段历史，目的是让广大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史，
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留住更多优秀人才
人才公寓已入住 23 户

本报讯（记者 张怡心）小小的一间公寓，空
调、电热水器、电视机、宽带和家具等设施一应俱
全……这是记者近日在常熟市人才公寓见到的场
景。今年 4 月，常熟市人才公寓正式掀起盖头，面
向全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公开招租。至记者发稿
时，已有 23 户入住人才公寓。

常熟市人才公寓位于常熟理工学院东南校区东
南角，由4栋13层的公寓楼组成，共308套公寓。人才
公寓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寓分3种房型：53平方米，租
金每月500元；66平方米，租金每月650元；110平方
米，租金每月1000元。公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内
设卫生间、储藏空间、料理台、日用家电和家具，且已
接通天然气和网络，高科技人才只需拎包入住。

按照规定，凡2008年1月1日起引进的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在常熟暂无住房的，皆可申请租住人才
公寓，租期一般不超过三年。记者了解到，除了人才
公寓之外，本市还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通过津贴补
助、奖励、税收补贴的方式，形成招揽人才、留住人才
的长效机制；通过留学人才及博士联谊会等组织，为
企业人才搭建交友平台，吸引人才在常熟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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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文物精品
连云港展出
本报讯 （记者 杨婧）

江苏省馆藏文物巡回展项目
“花鸟怡情———常熟博物馆藏
花鸟册页展”近日起在连云
港市赣榆博物馆展出。这是
常熟文物精品首度赴连云港
展出。

展览以馆藏名家花鸟册
页为主题，展示恽寿平亲传
弟子马元驭、乾隆朝宫廷画
家余省、女诗人席佩兰、陆
抑非之师陈摩等八位名家的
60 余件作品，展期至 10 月
21 日结束。

据悉，赣榆是继扬州、
东台、张家港之后，此次巡
展的第四站，此后还将赴南
京江宁区、大丰市展出。

校地结对共建
党员进社区
本报讯 （记者 周未）

近日，沙家浜镇党委与常熟
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党委举行
在职党员进社区结对共建签
约仪式，标志着沙家浜镇与
高校社区共建文明活动掀开
了新的一页。

以此次结对共建为契机，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党委
将根据社区建设的实际需要，
结合学院专业优势，充分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
沙家浜镇相关社区提供政策
法规宣传、公益事业推动、
青少年教育、助学助困、敬
老助残以及社区文化、卫生、
环保、平安创建等形式多样
的服务。学院 45 名在职党员
将积极参加共建活动，以实
际行动促进社区和谐稳定，
为社区党建、社区建设作出
贡献。

雅俗共赏热闹过节
———“十一”长假本市文化活动掠影

民间工艺精品展 传承文化净化心灵

“这个假日，曾赵园是一
定要去的，看传统艺术展，给
心灵净化的时间。”这是市民徐
女士在微信朋友圈里的记录，
她拍的展品图片被很多朋友点
赞转发。国庆期间，在曾赵园
举办的 2014 常熟民间工艺精
品展因其展品做工精湛、富有

创意而广受好评。
记者看到，这里展出了常

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
红木雕刻、翻簧竹刻、微雕、
根雕、砚雕、船模、玻璃画等
诸多工艺品。这些展品的作者
顾连元、盛祖保、钱如祥、宗
洪兴、韦文禧、张冠文等都是

本市屈指可数的能工巧匠。精
美的工艺品展出首日就吸引了
众多市民前来观赏。

石梅小学二年级学生吴燕
玲对翻簧竹刻非常感兴趣，不
停用手机拍照。当她得知翻簧
竹刻是用大毛竹去其青皮，分
层剥开，翻出竹簧，经过水煮、
晾干、压平后，胶合或镶嵌在
木胎上磨光，再在上面雕刻各
种图案成型，不禁感叹：“工
艺师要花多少时间和耐心啊！”

“原来还有这种砚台可以用来画
国画！”塔前小学学生皇甫时栩
练习书法 3 年时间，她兴致勃
勃地听爸爸给她介绍赭石砚。

市民邱芝超对一件雕刻有
荷花和乌龟的红木小件非常感
兴趣。红木雕刻工艺师顾连元
告诉她，这叫“九龟荷叶图”，
是他用红木厂弃之不用的大红
酸枝料子，耗时一个半月雕刻
而成。“之所以雕刻成这个造
型，是要随形就势。”他说。

菱花艺文同仁书画展 阳春白雪陶冶情操

国庆期间，还有“大千遗
韵”菱花艺文同仁书画展在松
禅艺苑聚云斋展出。这次展览
由上海名家艺术研究协会和市
文广新局联合主办，菱花馆艺
文社、翁同龢纪念馆和曹大铁
研究会共同承办。书画展旨在

纪念当代著名书画家、古典诗
词大家、大风堂弟子曹大铁诞
辰 98 周年，同时庆祝菱花馆
艺文社建社 5 周年。

“这次展出的 70 幅作品
是书画艺术家们近年来的精心
力作。”菱花馆艺文社社长王

云告诉记者，其中不仅有大风
堂一代弟子曹大铁、郁文华、
谢伯子等的作品，还有活跃在
当今中国书画界的大风堂二代
弟子的作品。据王云介绍，菱
花馆艺文社建社 5 年来，先后
举办了书画义卖捐助贫困学生
助学奖学活动、雅安地震义画
爱心活动、内江及福建东山书
画展，以及上海绿地广场纪念
曹大铁先生诞辰 98 周年书画

展等数 10 场展出，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此次在松禅艺苑聚
云斋的展出将于 10 月 31 日结
束。

“曹大铁先生能诗善画，
建树很高，还提携了不少后
辈。菱花馆艺文社这个书画展
在国庆开展很好，让我们有时
间来观摩作品，陶冶艺术情
操。”书法爱好者于宙欣喜地
说。

市民休闲展演 江南风情亲近大众

10 月 1 日上午的方塔公园
热闹得很，虞山镇北门大街社
区的老年艺术团正为喝早茶的
市民演出一场方塔国庆游园会。
舞蹈《天下常熟湖山秀》、越剧
《西湖山水》、锡剧珍珠塔选段
《赠塔》、葫芦丝独奏 《月光下
的凤尾竹》 等曲艺表演让大家
一饱眼福。

“我们几个老朋友5点钟就
来了，知道有演出，所以多待会。

在树阴底下喝喝茶、看看戏、聊
聊天，感觉很悠闲。”市民刘维宁
惬意地说。当天，不少中老年市
民就是冲着有文化表演而特意
赶到方塔公园。市民许月丽告诉
记者，她的父母和阿姨都喜欢锡
剧、越剧，而自己正好放假有空，
所以带他们到这儿来喝茶听戏，
也算尽一份孝心。

10 月 1 日至 3 日，“我的
舞台我的梦”全市文艺社团交

流展演在石梅广场举办。街舞、
广场舞，独唱、合唱，京剧、
越剧，器乐合奏，打连厢等门
类丰富的文艺表演形式，每天
都引来观众将广场围得里三圈
外三圈，堪称除了景区和商场
之外最热闹的所在。

“他们的表演都很有专业
水平，我很喜欢看。”报慈南村
的居民华锦余早早赶来，一场
下来看得津津有味。三天时间
里，共有 18 支队伍参与这次展
演，虞山京剧票社、童心艺术
团、木兰艺术团等参加了首场
演出。木兰艺术团负责人庄建

娅告诉记者，她们表演了舞蹈
《江南雨》 《金凤蝶韵》 《中国
梦》 和器乐小合奏 《采茶舞
曲》，流露出浓郁的江南风情。
“非常好看，我和老伴带着孙子
来轧轧闹猛呢。”市民何云芬特
地从谢桥赶来观看演出。

长假期间，石梅广场上还
举办了 80 年代记忆展、市长跑
协会公益展示、麦田计划展示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 80 年
代记忆展展出录音机、收音机、
黑白电视机、小人书等充满 80
后童年记忆色彩的物件，带来
一丝怀旧色彩。

图： 方塔游园会和民间工艺精品展为长假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