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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 !"日前进行资格确认
我市从业药师———

本报讯 我市昨天正式启动从业药
师资格确认登记工作，市食药监局提醒，
全市涉药单位符合要求的从业药师在
12月25日前到所在地监管部门进行现
场确认。

据悉，确认从业药师登记继续从业
资格，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持有原国家
药品监管局统一印制的《从业药师资格
证书》，且未获得执业药师资格；近3年
一直在药品经营企业药学服务岗位从
业，并连续参加执业药师继续教育；身体
条件能够胜任岗位工作。根据要求，从业
药师本人（不得委托他人）填写《从业药
师资格确认登记表》，并携带相关资料于
12月25日前到所在地监管部门进行现

场确认。
市食药监局明确，从业药师资格确

认登记过程中，严禁弄虚作假，凡经查实
弄虚作假的个人，取消其参加确认登记
资格；对已经通过确认登记的，撤销其资
格。对弄虚作假的企业，按违反药品经营
质量管理规范情节严重情形予以处罚。
各地在药品经营企业监管工作中，应严
格执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执业
药师、从业药师使用管理的新规定，充分
发挥执业药师、从业药师等药学专业技
术人员在药品经营企业中的功能作用，
确保实现2021年1月1日起，药品经
营企业必须按要求配备执业药师的目标
要求。 !凃贤平 石耀宣"

重污染天气：半个多月第#次
我市启动蓝色预警

本报讯 受外源输入和不利气象条
件影响，14日12时开始，我市AQI指数
持续超过200，至昨天上午11时，最高已
达290。昨天上午，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部根据《常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决定启动重污染天气蓝色预警。

记者还了解到，昨天的空气污染中，
除PM2.5浓度较高，PM10浓度也一度
超过300微克每立方米。

据悉，我市已分别于11月30日、本
月7日和昨天3次启动重污染天气蓝色
预警。而记者查询环保部历史空气污染指
数也发现，此次污染比前两次更严重，14
日出现了我市7个半月以来首个AQI指
数超过200的重度污染天气。

市环保部门建议儿童、孕妇、老年人
和患有心脑血管、呼吸道疾病等易感人
群尽量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动；一般人
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如不
可避免，建议采取防护措施。

建议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
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施工工地和堆场
加大洒水降尘频次，对出入口道路实施机械
化冲洗，减少扬尘污染；排污单位控制污染
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废气排放不能
稳定达标、污染防控措施不到位的企业、工
地、物料堆场等，应该立即停止生产作业。

同时，欢迎市民加强监督，如发现污
染空气情况，请随时拨打环保投诉举报
电话12369。 !唐文竹 孙雪云"

明后两天最低气温：$%!
6天后进入冬至

冷空气来袭

本报讯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
天起，北方一股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市。
届时，风力增大至 4-5级，阵风 6级，
霾会被吹散，空气质量将大大改善。同
时，气温也将明显下降，预计明后两天
我市最低气温为 -2℃—-3℃，最高气

温6℃-8℃。
未来几天将一扫之前的持续阴雨，

转为晴冷。
本月22日，将进入冬至。从冬至开

始，进入数九寒天，冬至是一九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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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按摩店里的钢琴
走进无极中医盲人按摩店，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架钢琴。
在都市桃源小区一带，不少居民

都知道，按摩店老板刘骑不仅推拿、正
骨手艺好，弹钢琴和作曲也在全国得
过奖。瞅着生意不忙的时候，居民中的
文艺爱好者会跑进店里高歌一曲，自
然，刘骑很乐意为他们弹琴伴奏。

本月10日上午，在接待完两位
客人后，刘骑打开钢琴盖，为记者即兴
弹奏了他自己创作的《千纸鹤你别哭
泣》。在一次国家级音乐创作大赛中，
他的这支曲子获得二等奖。一曲终了，
刘骑说：“我觉得音乐是有颜色的。这
首曲子的颜色，应该就是明黄中带点
淡蓝吧，有忧伤，但更多的是希望。而
希望正是开启人生之路的一把钥匙。”

钢琴启蒙，从16岁开始
刘骑今年35岁，感受到“音乐有

颜色”是16岁双目彻底失明那一年。
由于幼年与小伙伴玩耍时受了外伤，
刘骑的视力逐步恶化，终于失去了光
感。在别人看来撕心裂肺的痛苦，刘骑
却描述得云淡风轻：“眼睛看得见的时
候，注意力总是很容易分散，失明之
后，反而能专注感受音乐的魅力了。”

父母将他送进南京盲校。在那里，
刘骑遇到了在当地颇有知名度的钢琴
老师唐开余。唐老师并不看好这个完
全没有钢琴基础的“大龄学生”，直言
他学不出名堂。不过，仅仅3年后，刘
骑不仅通过了钢琴十级考试，而且被
唐老师夸赞为门下最出色的学生。

刘骑是怎么做到的呢？

“第一，我只是把钢琴看作生命中的
伙伴；第二，我只是想获得一把钥匙。”

刘骑说的钥匙，也算是当年南京
盲校的一个激励机制。由于每台钢琴
要供 3个学生练习，学校规定，弹得
最好的学生才能掌管琴房钥匙，这样
能最大限度获得练琴时间。

为了这把钥匙，刘骑开始玩命地
练琴，每天早晨 5:30，学生可以离开
宿舍，他已经带着一天的食物等在门
口，并径直摸向琴房，一直弹到上早读
课。午休时间、晚饭时间、同学们玩耍
的时间，都被他挤出来练琴。为提升音

乐素养，刘骑用盲文抄写了大量乐谱。
他一直认为，自己的音乐天赋属于“上
等当中的中等”，但是理解能力、共情
能力比较强，这也是帮助他琴艺突飞
猛进的重要因素。

定位人生，弹钢
琴的手一样能按摩
南京盲校毕业后，刘骑的人生道

路面临多个抉择。当时，唐老师帮他规
划了 3条路，都是在北京、南京等大
城市从事音乐工作。但刘骑却作出了
惊人选择：去南京中医药大学推拿专

业学习。
对于老师的痛惜，刘骑反问，弹钢琴

的手为什么不能去按摩？如果学了钢琴
之后生存能力反而降低，那学琴又有什
么意义。

其实，他当时就已经作了理性考量，
虽然在钢琴弹奏上屡屡获奖，但是离顶
级钢琴家还有相当距离。大城市生活成
本高、搞纯音乐又非常“烧钱”，身为普通
工薪家庭的孩子，他必须选择一条更现
实的路。

2006年，刘骑大学毕业，回到常州
开设了无极中医盲人推拿。由于他有正
骨的绝活，很多大医院的医生都前来治
疗颈椎、腰椎疾病，小店的生意逐渐红火
起来。

此后，他又招了3位盲人按摩师。
虽然忙着经营、挣钱，但是刘骑心中

的音乐梦并未湮灭。由于每天要在店里
工作13个小时，刘骑把心爱的钢琴搬
了过来，这样，闲暇时候便能弹上几曲，
既可怡情，又防止手生。而像残疾人文艺
汇演等各种比赛和演出，刘骑也会积极
参与。用他的话来说，理想和现实并不矛
盾，只要爱音乐，哪怕按摩的时候也能感
受韵律。

如今，刘骑早已娶妻生子，生活和常
人一样步入正轨。“我最骄傲的不是能有
口饭吃，而是能靠着手艺，获得他人尊
重。看到有重庆等外地客人坐着飞机慕
名而来，我一次次体会到什么叫实现自
我价值。”刘骑也希望更多的残疾人能通
过知识和技能改变命运，找到开启美好
人生之路的那把钥匙。

朱雅萍 文
%

摄

部级甩挂
运输项目

我市物流企业首次被认定为———

本报讯 交通运输部公路甩挂运
输第四批试点项目名单日前公布，江
苏安邦物流甩挂运输试点项目作为江
苏省公路网络型甩挂运输试点项目名
列其中，这是我市物流企业首次被认
定为部级甩挂运输试点项目。

该项目由我市江苏安邦物流有限
公司和常州融达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报送。项目由安邦物流提供信
息平台、车辆，融达物流提供货源，同
时整合丹阳飓风物流和南通铭源物流
的信息、货源、甩挂站场，实现资源共
享，联合甩挂。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
高车辆使用效率，提高实载率，既节约
了运输成本，又减少了能源消耗。

据了解，甩挂运输是牵引车拖带
挂车至目的地，将挂车甩下后，换上新
的挂车运往另一个目的地的运输方
式，是提高道路货运和物流效率的重
要手段，早已成为欧美和日本等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主流运输方式。我市目
前有江苏安邦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政
成物流有限公司、常州立信运输有限
公司3家市级甩挂运输企业，共拥有
110个牵引车头、177个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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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即可与服刑人员会面
溧阳司法局筹备安装远程视频会见系统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溧阳市司法局
获悉，该局正积极筹备远程视频会见系
统的安装准备工作。届时，服刑人员家属
在本地即可与服刑人员进行会见。

据了解，服刑人员远程视频会见系统
在司法行政专网上运行，通过登记、预约、
会见及分析四个环节流程实现远程视频
会见，解决家属会见难题，充分体现司法
行政机关服务社会的执法理念，避免因生
病、行动不便等因素而无法实现会见情
况，使罪犯及时感受到家庭关爱、亲情温

暖、社会关心，有利于促进罪犯安心改造。
针对该系统的准备工作，溧阳市司

法局一方面为各镇司法所做好硬件保
障，为每个司法所都配备了一台计算机，
专门用于有需求的服刑人员家属预约、
登记和验证；另一方面要求各镇司法所
明确一名工作人员，接受系统的相关培
训，负责系统运行的管理和操作。确保该
系统在各镇司法所都有效运行，充分发
挥实效，为服刑人员与家属的远程会见
做好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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