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 接

!!!

!!

!!

!!

!!

!!

!!

!!

!!

!!

!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年%月1日
星期 一
农历辛卯年七月初二

总编办主办

编辑：陆上早民生·人文常州新闻

何种城市色彩适合常州？
市民可登录市规划局网站参与调查提出建议

! ! ! !

本报讯 明亮、自然、活力、时尚、深

沉……你希望常州拥有什么样的色彩个

性？记者昨天获悉，我市正在进行城市色

彩调查，市民可上市规划局网站参与调

查，并提出建议。

近
!"

年来，常州经历了大规模的城

市建设和开发，城市面貌、市民居住环境

和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与此同时，趋

同的高科技建造手段和现代建筑材料削

弱了常州城市色彩的个性。为了延续常

州城市色彩文脉，营造常州城市色彩的

新秩序和新活力，市规划局正在委托上

海应用技术学院、南京工业大学等高等

院校开展《常州市城市色彩规划研究》。

在收集素材资料、现场问卷调查的

基础上，项目组根据市民现场选出的关

于城市色彩的
#"

多个形容词和
$""

多种

颜色，进行了整理和简化，分别提炼出具

有代表性的
%$

个形容词和
!"

种颜色。

“现在通过网络发放调查问卷，是希

望在更广的范围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

建议，以期获得更为全面的调查结果。”

市规划部门相关负责人希望市民积极参

与，为常州城市色彩的规划建设，提供宝

贵的思路和建议。 !马芸英 凃贤平"

常州城市色彩调查问卷（部分#答案

可多选）

%

、您对常州现状城市色彩的看法如

何？

和谐 安静 怀旧 优雅 明亮 丰富

杂乱 现代 灰暗 浮躁 温暖 单调 其他

!

、您喜欢怎样的城市色彩？

明亮 典雅 稳重 简单 自然 柔和

深沉 活力 时尚 清新 大气 宁静 其他

$

、您认为居住建筑的色彩应该形成

怎样的氛围？

宁静 统一 时尚 自然 简单 活力

深沉 现代 明亮 温暖 个性 素雅 其他

&

、您认为商业建筑的色彩应该形成

怎样的氛围？

活泼 深沉 自然 活力 清新 统一

古朴 稳重 多样 时尚 简单 高雅 其他

'

、您认为行政办公建筑的色彩应该

形成怎样的氛围？

庄严 亲切 明亮 温暖 灰暗 典雅

时尚 现代 低调 自然 活力 其他

#

、您认为商务办公建筑的色彩应该

形成怎样的氛围？

活泼 严肃 安静 自然 轻松 活力

中性 简约 明亮 时尚 典雅 温暖 其他

(

、您认为文教类建筑的色彩应该形

成怎样的氛围？

现代 历史感 简单 明亮 活泼 激

情 中性 特色 艺术感 稳重 亲切 典雅

丰富 其他

)

、您认为工业厂房建筑的色彩应该

形成怎样的氛围？

明亮 稳重 温暖 多样 朴素 轻松

整洁 醒目 特色 现代 深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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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剂虽然可怕 要避免也有方法
! ! ! !

本报讯 记者
(

月
!*

日从常州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得知，截至当天，该局

共对
#""

多批出口产品进行塑化剂检

测，未发现有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

的添加。

今年
'

月，台湾“塑化剂事件”曝光

之后，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敲起警钟。邻

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在人体和动物体

内发挥着类似雌性激素的作用，可干扰

内分泌，是造成男子生殖问题的罪魁祸

首。同时，邻苯二甲酸酯还具有致癌、致

畸、致突变等危害。

在化妆品行业中，邻苯二甲酸酯

类塑化剂可以降低指甲油的脆性从而

避免碎裂；使发胶在头发表面形成柔

韧的膜而避免头发僵硬；使用在皮肤

上后，可以增加皮肤的柔顺感，增加洗

涤用品对皮肤的渗透性。用在香水上，

作为定香剂，使香味不易挥发，香味更

浓郁。在塑料制品行业，邻苯二甲酸酯

类塑化剂主要应用于软质的塑料制

品，其中包括
+,-

材质的儿童玩具、

医疗用品和食品包装类等。添加此类

塑化剂可以增加材料的延展性、弹性

及柔软度，节省原料成本。

鉴于上述原因，常州检验检疫局提

醒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

、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时，应到正规

商场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标签齐全的合

格产品，特别是购买儿童可放进口中的

玩具及儿童护理用品时，应谨慎购买，不

可贪图便宜；

!

、尽量避免使用一些劣质的指甲

油、发胶、香水等化妆品；

$

、尽量避免在高温条件下使用

+,-

等软质塑料类制品；

&

、包装食品用软质塑料制品，应避

免直接接触油脂类食品和微波炉加热。

!寇海娟 汪蓉 朱雅萍"

教师华英奖提高到
3000元 /人

2011年“华英奖”“华英创业奖”颁奖

! ! ! !

本报讯 常州市华英文教基金管

委会
(

月
!)

日举行
!"%%

年“华英奖”

“华英创业奖”颁奖大会，常武地区

%!%

位优秀教师和高中优秀学子获得

奖励金额总计
!).!

万元。

据了解，
%**&

年我市旅台同胞、台

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回馈

乡里，造福桑梓，捐资
%!'

万美元设立常

州市华英文教基金，奖助优秀师生。

!"%"

年起，华英奖学金由每年
!"""

元
/

人提高到每年
$"""

元
0

人。今年，教师华

英奖也增至
$"""

元
0

人。迄今累计奖助

优秀师生
$)!'

人次，奖助总金额人民币

''".!

万元。江苏创业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创设的“华英创业奖”也同步提高

了奖励标准。“华英创业奖”自
!""#

年设

立以来，已奖励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优

秀学生
%&"

人次，奖励金额
$!.'

万元。

市领导赵忠和、居丽琴出席颁奖

会。 !月航"

面对 48000元巨款
! ! ! !

金坛市左邻右里小区居民王林敏

(

月
!)

日向小区物业服务中心送去一

面锦旗，感谢汇景房产公司秩序维护

班班长顾国庆拾金不昧。

顾国庆是位退伍军人，去年
&

月应

聘到汇景房产左邻右里物业服务中心

从事秩序维护工作。几天前的一个晚

上，天下着蒙蒙细雨，在
%"

点过后的定

时巡逻中，顾国庆发现绿化带里有一

黑乎乎的东西，走近一看，是只手携式

提包。当时四下无人，顾国庆等了半小

时也不见失主出现，便将包拎到物业

服务中心，打开一看，里面有
&)"""

多

元现金，还有多张银行卡。通过包中手

机里的信息，顾国庆联系上了住在小

区里的失主。当失主拿到失而复得的

皮包时，执意要重谢顾国庆，被顾国庆

婉言谢绝了。 周炳忠 赵鹤茂

2011版《常州年鉴》出版
! ! ! !

本报讯《常州年鉴》
!"%%

版日前

出版发行，这是《常州年鉴》自
%**%

年

创刊以来连续出版的第
!%

卷。

市地方志办公室
!"%"

年
%"

月启动

编纂工作以来，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

的“加快转型升级年”活动，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以及保障和

改善民生等中心工作，调整优化框架设

计，精心选题设目。全书设立类目
$&

个、

分目（子目）
%))

个，收录条目
%''(

个，总

字数
%"$

万，全面反映了全市各级加快

转变发展方式，推进改革开放和科技创

新，实施科教与人才兴市、创新驱动、城

乡一体化、经济国际化战略，促进“一核

八园”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的

重要工作和重大活动，系统记载了各行

各业的新举措、新亮点、新成就。

书中设有专记《常州辉煌十一五》、

《江苏省第十七届运动会》、《
#"

项重点

工程（工作）》和《
!"%"

年
%"

件为民实

事》，对“十一五”期间全市人民建设美

好常州的光辉历程、常州承办省运的全

过程和全市重点工程（工作）、为民办实

事作了重点记载。 !杜仁彬 周茜"

我市作品《鹊桥会》获银奖

中国剪纸艺术节落幕

! ! ! !

本报讯 由中国文联、中国民间艺

术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剪纸艺术

节日前落下帷幕，我市刻纸艺术家杨

兆群创作的《鹊桥会》荣获银奖。

杨兆群此次参赛的《鹊桥会》长

%.'

米、宽
%

米，再现了牛郎织女鹊桥

相会的爱情神话。整幅作品中，大面积

采用阴刻技法，造型各异的喜鹊组成

鹊桥。主题背景为一个圆形的空白，此

处又巧妙地将阴刻转为了阳刻，突出

了主要人物。

杨兆群来自江苏金坛，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金坛刻纸）

代表性传承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他自幼喜爱民间美术和剪、刻纸制作。

长
!*

米、宽
!."")

米的巨幅刻纸《从

雅典到北京》（合作）、《丰收的喜悦》均

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本次艺术节规模大、规格高，来自

%#

个国家和国内
!'

个省、市、自治区的

%#""

多名剪纸艺术大师和专家学者参
加了本届剪纸艺术盛宴，共评出

*

名金

奖，
!$

名银奖，
$#

名铜奖。 !沈芸"

久病床前有孝女
!!!郭春婷照顾脑瘫母亲感动社区居民

! ! ! !

提起溧阳市溧城街道燕山新村社

区居民郭春婷，人们总要竖起拇指感

慨一番。

郭春婷的母亲现已
*"

岁高龄。

!"")

年，体弱多病的老人病情加剧：

大小便失禁，没有一点自理能力，尿屎

全拉在身上、床上，靠尿不湿维持；白

天黑夜颠倒，智力只相当于三四岁的

小孩，身边一分钟都离不开人照顾。

花钱找保姆，几经周折找不到合

适的；兄弟姐妹轮流照顾，各有各的实

际困难。情急之下，郭春婷主动提出承

担照顾母亲的重担。

几年来，人们发现，在
%"""

多个

日日夜夜里，郭春婷与母亲形影不离：

出门，把母亲抱上轮椅，推到园子里，

一边给母亲轻揉胳膊，一边与母亲作

交流。买菜，她也推着母亲。就连到居

委会交卫生费，她也带着老娘。

有好女儿，还要有好女婿的支持。

只要女婿在家，从床上到轮椅的抱上

抱下等重活，都有女婿包揽。寒往暑

来，在郭春婷夫妇的悉心照料下，母亲

身上没起过痱子，也没生过褥疮。为了

给母亲补充足够的能量，夫妻俩为老

母亲精心制订食谱，鸭血、黑鱼、老母

鸡、鸽子、水果、蔬菜，一天
'

顿，都是

经过精心搭配后喂给母亲。如今老太

太面色红润，胃口好，就像个能吃能睡

能长的“老小孩”，哥哥姐姐们都夸：没

有妹妹、妹夫的精心照顾，老太太说不

定早就离开人世了。

有邻居问郭春婷：没日没夜照顾

母亲有怨言吗？她笑着说：“以前，我们

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是母亲帮我们揉

这揉那；现在，母亲老了、病了，作为子

女，做这点算什么呢？”在郭春婷的心

中，已把别人看作的负担视为一种责

任：“因为她是我的母亲！”

陆敏 潘金贵 李金堂

晚上睡一觉的工夫酸奶就做好了
自制酸奶渐成时尚"行家教你正确方法"同时分析有人为何会失败

! ! ! !

本报讯 因为口感醇美、营养价值

高，酸奶一直深受市民喜爱。近年来，在

家中自制酸奶渐成时尚，很多网友在美

食论坛上表示，平常在超市购得的酸奶

由于运输贮存等条件限制，一般会加上

保鲜剂等添加剂，而自制酸奶则不使用

任何添加剂，食用更放心。那么，怎样才

能在家中制作安全又美味的酸奶呢？

记者昨天了解到，自制酸奶并不复

杂，但为了确保营养，则必须使用优质

原料。

自制酸奶最重要的原料包括酸奶发

酵剂、新鲜纯牛奶，如果再花几十元买个

家用酸奶机那就更方便了。

常州益菌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国

内首家获得
12

生产许可证的酸奶发酵

剂生产企业，其生产的发酵剂是专门针

对家庭制作的配方。在常州质监局高新

区分局的帮助下，他们还参与了酸奶发

酵剂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

据介绍，自制酸奶不仅不用添加剂，

而且经济实惠。以益菌加的酸奶发酵剂

为例，
%

克
%

小袋，售价
!

元；如果使用

超市购买的
%

升装伊利纯牛奶，每盒价

格大约在
)

元左右；这样只要花
%"

元

钱，就可以制成
%

升酸奶，远低于市面上

的酸奶价格。

在一些美食论坛上，记者也曾看到

有网友抱怨自制酸奶失败。对此，该公司

市场总监陈咏梅解释说，失败原因主要

在于这几方面：牛奶残存抗生素较多，会

抑制有益菌的增殖；牛奶不新鲜，以致杂

菌干扰酸奶的正常发酵；发酵时间没控

制好，时间太短会导致发酵不够，时间太

长又会使味道太酸、影响口感；温度过高

或过低，都会导致酸奶无法发酵。一般来

讲，自制酸奶理想的发酵温度是
&!!

，

使用酸奶机更利于掌控温度。但是，在气

温超过
$"!

时会影响酸奶机正常使用，

这时可以在开有空调的房间使用酸奶

机，晚上睡一觉的工夫酸奶就做好了。

!张海涛 王郁文 朱雅萍"

酸奶制作方法

!

$洗净酸奶机的内胆并晾干%

"

$取
!

升新鲜纯牛奶倒入酸奶机内

胆中%

#

$加入
!

克酸奶发酵剂并搅匀%

$

$盖好酸奶机外盖&通电保温
%&!"

小时%

'

$待酸奶凝固后&按个人口味加入

适量的白糖搅匀# 也可以按照个人的喜

好加入适量的炼乳$蜂蜜或各式水果粒%

(

$酸奶制成&放入冰箱冷藏
!&#

天

口感更佳#

并非所有斜视都十分明显
家长可借助手电筒自查孩子眼睛

! ! ! !

本报讯 女儿睡觉总是偏向一边，看

东西头也总是侧向一边，
%$

年来，蒋先

生一直以为，女儿得的是“歪脖子”病，却

没想到原来竟是斜视惹的祸。近日，蒋同

学在市三院做了斜视矫正手术。

蒋先生告诉记者，女儿刚出生时，他

就发现孩子左眼一直闭着，出生半个月

后，女儿左眼才慢慢睁开。成长过程中，

虽然发现女儿看东西总是偏向一边，但

蒋先生和家人都认为这是因为得了“歪

脖子”病，为此还带着女儿跑了不少医

院。“哪会想到孩子会斜视呢！”后来还是

经女儿一个做过斜视矫正手术的同学提

醒，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看眼睛。蒋先

生说，经过矫正，女儿的视力如今已经恢

复正常，不过由于她长时间习惯歪着脖

子，后期还需要进行姿势矫正。

记者了解到，目前，三院仅住院部就

已经收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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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斜视患者，大多都是利

用暑假来矫正的儿童。

市三院眼科主治医生王旭辉提醒，

并不是所有的斜视都十分明显，有些隐

性、间歇性斜视平时并不容易发现，需要

做专业的检查。家长可以借助手电筒在

家试着查查孩子的眼睛。方法很简单：先

遮盖右眼，用手电照射左眼。迅速将遮盖

物从右眼移到左眼，观察右眼，若眼球出

现水平或者垂直的运动，孩子就很有可

能是斜视了。轻度的斜视影响不大，有些

内斜视，如俗称的“斗鸡眼”只要佩戴矫

正眼镜即可治愈。但严重的斜视则有可

能影响孩子的立体视觉，引起面部发育

不良、弱视，需要手术治疗，儿童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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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的便可做手术，如果太晚，患者的

立体视力恢复就不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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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越来越热& 中华恐龙园大型

鲁布拉巅峰水世界正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常州市民和游客前来休闲避暑# 据

统计&自
)

月
!

日正式开放以来&水世

界一个月内已累计接待游客约
"#

万

人次& 平均每天的接待量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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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游客们在近
#

万平米的超大型

亲水游乐区域里&感受着巨型大喇叭

'极度深渊($'超级大滑板(等水上极

限项目的惊险刺激%在数千平米的大

型造浪池里& 一边享受着汹涌澎湃的

巨浪带来的清凉& 一边欣赏舞台上精

彩的牛仔风情演出&尖叫声$欢呼声不

绝于耳# 陈青成 虞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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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园水世界
“清凉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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