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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护能力

市检察院开展
暑期法治安全系列讲座暑期法治安全系列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倪 检文/

摄）眼下正值暑假，近日，市
检察院联合市教育局、团市
委、市妇联、市青少年权益保
护协会和律师协会等，深入我
市学校，开展“暑假，你好！护
苗2021”法治安全系列讲座，
以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安全防
范意识和自护能力，推动我市

“护苗”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共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该系
列活动的第一期讲座走进了
市湖滨实验学校，为孩子们上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暑期安全
法治课（如图）。

当天的法治安全讲座分
为三个部分，即正确认识网络
安全、预防性侵害、暑期安全
知识讲堂。在正确认识网络
安全环节，市检察院的检察官
以办案中出现的典型案例为
例，用通俗的语言以案释法，
提醒孩子们健康用网，警惕网
络诈骗、网络暴力等行
为。在预防性侵害环
节，检察官结合“一
路童行·护未成
长”自护视频，为
孩子们介绍身体
哪些部位是隐私
部位，提醒孩子们

在夏季尤其要注意保护好自
己的身体，防止不法侵害行
为的发生。暑期安全知识讲
堂则包含了防疫卫生安全守
则、居家安全知识、暑期防游
泳溺亡“六不准”原则等。讲
堂上，检察官提醒孩子们时
刻绷紧防范之弦，保护自身
生命安全。

“通过与现实案例结合、
寓教于乐的视频普法方式，
能够有效增强孩子们明辨是
非的能力，孩子们都非常喜
欢。”活动中，市湖滨实验学
校的老师们不约而同地为法
治安全讲座竖起了大拇指。
下阶段，市检察院将继续联
合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
联、市青少年权益保护协会
和律师协会等，共同推进法
治安全系列讲座视频的落地
和普及。

本报讯（记者郑莹媛 通讯
员舒 畅）“现在的李复墓真是
焕然一新，镇里经常在这里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真是打
心底里感到高兴！”近日，看到
专程前来回访李复墓维护管
理的检察官，新建镇臧林村村
民袁阿明感慨不已。这与市
检察院发出的一份检察建议
密不可分。

李复墓位于新建镇臧林
村，修建于1941年，是抗日英
雄李复的墓地，被列为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去年，市检察院
在开展文物保护专项督查过程
中，发现李复墓存在围栏断损、
地砖开裂破损等问题，立即向
新建镇人民政府送达了行政公
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提出尽
快修缮李复墓、加强文物日常
安全防护检查的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新建镇

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在我市文
化部门的支持下，该镇邀请了
文物保护专家对李复墓修缮
维护的难点问题进行指导，并
制定了详细的文物保护方
案。在施工过程中，新建镇逐
一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修复，修
建了与文物历史风貌相映衬
的围墙、门户，安装了标志牌，
并对附近的道路进行了扩
建。经过7个多月的施工，李
复墓于去年年底完成改造，并
重新“亮相”。

如今，李复墓是新建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同时也是
该镇重要的红色文化教育平
台。今年以来，李复墓相继被
列入宜兴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名录、江苏省第一批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名录。清明期间，前
来这里祭扫、缅怀先烈的市民
络绎不绝。今年，新建镇在此

举行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颁发仪式暨党员集体宣誓活
动。活动中，郑汉余、蒋才根等
12名新建镇老党员代表被授
予“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新建镇党委宣传委员宋涛介
绍，今后，新建镇将继续加大
对李复墓的保护力度，使其成
为激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文
化鲜活的载体。

“提升全市文物保护工作
水平，尤其是推进红色革命文
物保护工作水平意义重大。”市
检察院第五检察部负责人郑添
隆说。我市红色资源丰富，新
四军标语、邵氏宗祠、李复墓等
革命文物、革命烈士纪念设施
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在红
色资源保护工作中，市检察院
切实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和
治理效能，针对破坏红色革命
文物的问题，开展文物保护专
项监督。

考虑到我市革命文物具有
面广量大、点多分散、情况复杂
等特点，市检察院积极与我市
文物主管部门联系，查阅、调取
全市革命文物名册，明确调查
重点。同时，该院成立了检察

官办案组，深入全市各镇（园
区、街道），开展“地毯式”排查，
全面摸排文物情况。现场排查
过程中，办案组逐个对照文物
基本资料，确定文物是否遭到
损毁，并进行拍摄取证。目前，
办案组已发现真武殿窑群、西
溪遗址等多处文物保护单位存
在不同程度的涂污、拆毁、说明
碑缺失等情况。

“一旦发现线索，我们会立
即向文物所在乡镇政府及文物
主管部门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敦促其立即进行
整改。”郑添隆说。截至目前，
市检察院已发现文物保护公益
诉讼线索40多条。在多方努
力之下，这些问题已全部得到
整改。下阶段，市检察院将继
续以专项监督为手段，将公益
诉讼检察业务与意识形态工作
有机融合，以点及面开展革命
文物保护专项调查，通过红色
革命文物保护监督，深化全市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推动
文物主管部门与属地政府加强
文物日常管理和监督，堵塞文
物保护漏洞，让红色革命文物
真正“活起来”。

革命文物、烈士纪念设
施等红色资源是弘扬革命
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
载体。一处处旧址，一件件
实物，无不承载着坚如磐石
的理想信念，彰显着历久弥
新的初心使命。

全面保护革命文物，是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
因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市
检察院通过“地毯式”摸排
方式全面掌握全市文物保
护情况，并制发行政公益诉
讼诉前检察建议，有效推动

各方共同关注革命文物保
护问题，牢牢守住革命文物
安全红线，让革命文物绽放
新光彩。

我市拥有丰富的红色
资源。希望市检察机关继
续践行法律监督职责，在革
命文物的保护工作中继续
发挥公益诉讼职能，把我市
的红色资源利用好，将我市
的红色传统发扬好，让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

（全国人大代表、西渚镇
白塔村党总支书记 欧阳华）

修缮后的李复墓修缮后的李复墓（（图片由市检察院提供图片由市检察院提供））

保护红色资源 传承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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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良华）如何更
好地弘扬传承“阳羡第一人物”周处
的核心价值内涵，不断提高《周处传
说》的传承保护等级，扩大宜兴的对
外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在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在市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的统筹协调下，宜兴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周处
传说》的保护责任单位市戏剧曲艺
家协会、市周处文化研究会，着力从
《周处传说》隐含的周处精神内涵挖
掘、相关考证、传承平台载体建设等
多方面入手，全方位做好《周处传
说》非遗项目的申报、传承保护等工
作，让《周处传说》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魅力。

据有关资料记载，周处（236—
297）是东吴吴郡阳羡（今江苏宜兴）
人，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周鲂
是东吴的著名将领。年少时的周处
颇有些纨绔之气，他气力惊人，更有
乡人将他与南山虎、荆溪蛟并称为

“三害”。
为了替百姓除害，周处入山射

虎、下水斩蛟，数日未归，于是诞生
了一个千载不朽的“斩蛟射虎”的神
话般传说。百姓以为周处与虎蛟同
归于尽，“三害”得以尽除，于是敲锣

打鼓、全城同庆。周处斩蛟而归，以
为乡亲们为他庆功，从百姓议论中
才知道，原来是对他的死拍手称
快。至此，周处幡然醒悟，走上了改
过自新之路。

后来周处经当时吴地的大文学
家陆机、陆云的教诲，刻苦学习，著书
立说，成为颇有造诣的学者。周处的
代表作有《默语》《吴书》《风土记》。
其中，《风土记》是我国最早记述地方
风俗和风土民情的著作之一。

晋元康二年（292），周处升任专
司监察的御史中丞，他敢于揭露腐
败，先后弹劾了征虏将军石崇、安西
将军夏侯骏，更在一月之内三次奏
劾梁王司马肜。四年后，敌人举兵
进犯中原。朝廷下诏命周处为先
锋，受司马肜、夏侯骏节制。曾被周
处弹劾的司马肜与夏侯骏怀恨在
心，仅拨给周处五千兵马，令其先行
攻打叛军。周处身先士卒，与七万
敌军苦战，终因弓矢耗尽、孤立无
援，奋力苦战而死。

司马肜和夏侯骏对周处不怀好
意，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在战场
上周处孤军奋战的时候，有人劝他
暂时撤兵，却被他拒绝了。他认为
撤兵会影响全军的士气，自己作为

朝廷大臣以身殉国，这有什么不可
以的呢？周处死后，朝廷追赠他为
平西将军、清流亭侯，并赐予他“孝”
的谥号。此后，在南宋、元、清，他三
次被加封为王，得到后世极高评
价。《晋书·周处传》中称赞周处“克
己厉精，朝闻夕改，轻生重义，徇国
亡躯，可谓志节之士也”。

宜兴城内的周王庙，又称周孝
侯庙，是为祭祀周处而建的专祠。
该庙始建于晋元康九年（299），之后
历朝均修缮过。庙内除供奉周处神
像外，还保存着唐、宋、元、明、清历
代歌颂周处事迹的碑刻，其中尤以
唐元和六年（811）由陆机撰文、王羲
之书写的双龙穿孔碑《平西将军周
府君碑》最为珍贵。

《周处传说》在宜兴经过1700
多年的历史传承和演变，形成了传
说故事、地名故事、艺文演绎和实物
遗存等多种形式。为了更好地做好
《周处传说》的传承、研究和保护工
作，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市周处文化
研究会自2015年以来，均从多方面
入手来挖掘、考证、梳理《周处传说》
的重要价值，对《周处传说》的历史
渊源、基本内容、重要价值等内容进
行了搜集、整理和研究，对周处血溅

沙场、为国尽忠的古战场遗址进行
了寻访和考证，进一步确认周处战
死地在陕西省乾县阳洪镇陆陌村，
后来被迁葬在现宜城街道周王庙处
的原周墓墩。至目前，他们已开展
对《悔过自新：〈周处传说〉的核心价
值》等课题的研究，确定了《〈周处传
说〉的资料汇编》纲目。同时，出版
了《阳羡周氏谱系概览》《周处传说》
等书籍，并搜集整理历代歌颂周处
的诗词250多首、碑刻47块。目前，
他们还正在投资建设周处博物馆。

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市周处文
化研究会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搜集、
整理和研究认为，《周处传说》的重
要价值是“悔过自新”，《晋书》《世说
新语》中都有《周处除三害》的记
载。《周处除三害》虽然是一个传说
故事，但是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
和传统美德，也就是闻过则改、为民
除害、惠泽桑梓。同时，“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勤俭、谦和、公平、正
直”这16字周氏家训，以及“正心术、
慎交友、端趋正”的周氏历代祖训，
成为周处精神的核心内涵，引导周
氏子孙要保持内心的正直，忠于国
家、忠于信仰，这种精神至今仍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本报讯（记者良 言）7月16日
晚，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百年百场”优秀群众文艺
作品巡演在宜兴人民剧院举行。
整台节目演出时长90分钟，编排形

式新颖，内容丰富多彩，群众喜闻
乐见，获得我市观众好评。

据悉，“百年百场”优秀群众文
艺作品巡演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全省各设区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各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
政部门协办、江苏省文化馆承
办。参加巡演的12个节目由我省
近年来获得全国“群星奖”、江苏
省“五星工程奖”和为党史学习教
育新创作的群众文艺作品组成。
这些节目热情讴歌了党带领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
和丰功伟绩，表达了人民群众传
承红色基因、奋进崭新征程的坚
定信心。

演出在新改编的歌舞《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
它是由我市老干部大学艺术团的
38名演出人员参加合唱。“虽然是
一个大家熟悉的合唱歌曲，但为了
跟舞蹈有机结合，所以对其主旋律
和节奏全部进行了调整改编，从而

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歌舞节
目。由于省里最终发来作品音乐
与节奏时距正式演出只有3天时
间，合唱团对合唱的节奏、队员的
演出服装等都要作出及时的调整，
队员们体现出较强的团队意识、吃
苦精神和奉献精神。平均年龄在
65岁以上的队员们冒着高温酷热、
反复排练、不计报酬，精神令人动
容。他们饱满的热情、抖擞的精
神、完美的演绎，赢得了台下观众
阵阵掌声。”我市老干部大学艺术
团团长蒋俊臣说。

为保证巡演顺利开展，我市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专门成立工作小
组，积极对接上级部门，对巡演做好
相关协调工作，使整个巡演安全有
序进行。

本报讯（记者韩良华）自
2021年“中国体彩杯”全国动力
冲浪板锦标赛于7月11日在宜
兴东氿水上运动基地闭幕以来，
一批又一批水上动力冲浪板运
动爱好者前往该基地体验水上
运动的快乐。同时，队员来自国
内多个省市的两支动力冲浪板
专业运动员集训队在该基地将
先后开训。该基地的运行管理
单位江苏炫宇风暴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近年来通过举办大型水
上运动赛事和节会、组织水上运
动项目教育培训、面向社会开放
水上运动体验等途径，助力我市
兴起群众性水上运动，更好地促
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扩大
宜兴的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炫宇风暴公司作为宜兴本
土的水上体育公司，主要业务涵
盖了体育赛事策划运营、水上体
育旅游开发管理运营、水上体育
运动俱乐部管理运营、体育器材
销售制造、水上紧急救援培训等
内容。

以举办大型赛事和节会形
式，向群众普及水上运动知识、培
养选拔水上运动人才和单板滑雪

“跨界跨项”人才，促进体育、文化
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是炫宇风暴
公司推动群众性水上运动兴起的
做的主要功课之一。自2017年
以来，炫宇风暴公司已先后在我
市团氿、东氿及浙江丽水等地举

办全国性和世界性的动力冲浪板
赛事6次，并采取“一赛一节”的形
式，将每次赛事与水上文化旅游
节相结合，将赛事活动与水上文
艺展演、水上项目体验、水上旅游
相结合。同时，将水上动力冲浪
板、摩托艇、皮划艇等专业赛事，
水上飞人表演赛和皮划艇、帆船、
龙舟赛等群众性水上运动赛事相
结合，融入水上体育、水上剧场、
水上旅游等多种元素，使赛事更
具参与性、观赏性和娱乐性，每次
观赛人流量都突破10万人次。

为更好地普及推广水上运
动项目，炫宇风暴公司积极配合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和各镇、街
道组建水上运动项目队，提供专
门训练器材和场地，带动更多群
众参与进来。目前，龙舟队已覆
盖到各镇、街道，并正在组建各
镇、街道的桨板队。自2017年7
月炫宇风暴公司宜兴东氿基地
成立以来，还在每年7月至11月
的每周末，于宜兴东氿水域进行
水上运动和文艺表演，吸引群众
参与到皮划艇、龙舟等项目运动
中来，并为中小学生义务讲解水
上运动救援知识。

炫宇风暴公司还积极引进
创新国外动力冲浪板制造技术，
从事动力冲浪板的生产制造，让
更多单位和个人购买动力冲浪
板，更好地参与到动力冲浪板运
动中来。

炫宇风暴公司助力兴起
群众性水上运动热潮

““百年百场百年百场””节目巡演引得观众共情节目巡演引得观众共情
水上动力冲浪板锦标赛水上动力冲浪板锦标赛（（通讯员通讯员 陈陈丹丹 摄摄））

非遗项目非遗项目《《周处传说周处传说》》得到全方位传承保护得到全方位传承保护

本期策划：通讯员蒋叶强 张和平 孙振

吹打乐吹打乐《《丰收喜悦丰收喜悦》（》（记者记者 含含言言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