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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八届江苏戏剧奖·红梅
奖颁奖晚会10日晚在扬州举行，我市青
年锡剧演员朱丽芳、薛平鸽获银奖，曾丽
军获铜奖。市文联获优秀组织奖。

朱丽芳、薛平鸽、曾丽军演出的剧目
分别是《嫁媳·胡瑞莲自叹》《玉蜻蜓·眼
前亲人只有你》《评雪辨踪》。

江苏戏剧奖·红梅奖是省委宣传部
针对全省戏剧表演专业青年演员设置的
奖项，是我省戏剧表演的最高奖项。该
奖项赛事由省文联主办，从 2003 年开
始，每两年一届，旨在弘扬民族文化、推
出我省优秀戏剧后备人才，为广大青年
戏剧演员提供一个展示才华和交流学习
的平台。

本次大赛于 2017 年 9 月正式启动，
共有来自全省专业戏剧院团、专业艺术
院校、民营剧团的昆剧、京剧、锡剧等 14
个剧种，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的 262 名专
业戏剧演员报名参赛。我市在戏剧家协
会精心组织下，共有13位青年演员报名
参赛，经过初赛、复赛层层筛选，有4位演
员进入总决赛。最终，朱丽芳、薛平鸽、
曾丽军分获银奖和铜奖。（蒋小萍 周茜）

朱丽芳、薛平鸽、曾丽军：

我市3位青年锡剧演员荣获江苏红梅奖

薛平鸽朱丽芳 曾丽军

“在劳动保障巡查过程中，企业登
记的联系人电话和经营地址变更导致
无法联系到的企业，是否可以作为失
效企业处理？”1 月 10 日，在金坛区劳
动监察大队内部业务“小课堂”上，监
察员陈国洪就此提出疑问。

“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穷尽送达
方式，通过网络查询、寻求当地派出
所、劳动保障服务所等执法部门帮助
等形式，对该企业进行穷尽查找。”讲
课的陈俊平大队长从容作答。

去年，金坛区劳动监察大队本着提
升理念、完善机制、注重程序的培训目
的，力求打造务实、高效、廉洁的执法队
伍，创办了“小课堂”这种学习形式。

“小课堂”不仅让大家更深入直观
地了解业务学习内容、形式、目的、特
点、方法，同时也结合全区劳动保障执
法工作开展的现状，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

作为金坛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新
思路下建立起来的“小课堂”，有别于

“一人讲、大家听”的传统教育模式，具
有短小、互动、精炼、及时的特点。“小
课堂”既有法律讲堂、业务论坛、案例
研讨等内容，也有情景教学、竞赛辩论
等多种形式，顺应了“微时代”信息传
播的规律和特点。

该大队共举办《开展案件内审制
度》《“双随机”巡查制度》等业务探讨
类“小课堂”12 次，举办《案卷质量管
理》等综合素质类“小课堂”4次。

朱井原 赵鹤茂

——金坛区劳动监察“小课堂”见闻

怎样进行穷尽查找？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常州市青年美
术家协会成立大会暨“流芳华彩——首
届常州青年美术作品展”开幕式在市行
政中心举行。

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在团市委主管领
导下，经市文联同意，市民政局核准、备
案，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一次会
员大会，选举产生33名理事组成的市青
年美术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选举产生
第一届主席团，常州画院副院长（主持工
作）、专职画家吴鸣当选第一届青年美协
主席。

协会现有注册会员 210 名，其中大
学生会员40名。

协会积极与各专业学术机构、在常
高校、艺术机构等紧密合作，现已签约
10 家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基地，分别是：
常州画院创研培训基地、常州大学艺术
学院学术研究基地、环太湖艺术城创研
展示基地、江苏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学术
研究基地、西太湖美术馆创研基地、宜兴
MORNING21 创研写生基地、钟楼区文
化馆创研基地、溧阳南山竹海创研写生
基地、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创研基地、
常州市第五中学实践基地。

当天开幕的首届常州青年美术作
品展共展出作品 198 件，覆盖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水彩水粉、工艺、设计等
多种艺术形式。展陈在市行政中心星
聚堂主展馆和常州画院美术馆、钟楼区
文化馆展览馆、新北区七号美术馆等 3
个分展馆联合进行展示。其中，主展馆
展出至 1 月 15 日，分展馆展出至 1 月
18 日。

（姚利 周茜）

市青年美术家
协会成立

本报讯 日前，市二院妇科成功
开展了首例单孔腹腔镜下子宫内膜癌
全面分期手术，包括全子宫双侧附件
切除、双卵巢动脉高位结扎、盆腔淋巴
结清扫术和腹主动脉旁淋巴清扫术。
这一复杂手术，全程通过一个蚕豆大
的小孔完成。

这位患者46岁，被诊断出子宫内
膜癌后，入住市二院阳湖院区妇科。
除了病情，她还担心手术会留下难看
的疤痕。考虑到患者的要求，妇科治
疗小组在充分讨论后，决定采用单孔
腹腔镜技术，为其进行“子宫内膜癌全
面分期手术”。

手术如期进行，阳湖院区妇科主任
陈继明，副主任医师郑亚峰、鞠华妹密
切协作，通过患者的肚脐打开一个约
2—3厘米的小孔，采用特殊穿刺方法，
放入腹腔镜等微型手术设备，顺利完成
全子宫双侧附件切除、双卵巢动脉高位
结扎、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和腹主动脉旁
淋巴清扫术，患者全程出血量极少。

患者术后恢复良好，伤口没有明
显疼痛，一天后便能下床活动。不仅
如此，由于手术切口隐藏在肚脐处，很
难发现，几乎不影响原本的体型美观。

陈继明介绍，随着妇科腹腔镜微
创手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患者

要求更为微创化的治疗，对手术质量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微创化及
无瘢痕理念的引领下，经脐单孔腹腔
镜手术逐渐成为微创外科研究的新
热点。经脐单孔手术能基本达到腹
部无疤痕，美容效果好，因而越来越
受到青睐。

据了解，这一微创技术以往主要
应用于妇科良性疾病的治疗，像这样
应用于恶性肿瘤患者，在国内尚属少
见。市二院在省内率先应用这一技
术，让更多的女性恶性肿瘤患者在找
回健康的同时不失美丽。

（孙镇江 李青）

市二院在省内率先开展单孔腹腔镜下子宫内膜癌全面分期手术

“一孔”解决妇科恶性肿瘤大问题

本报讯 武进图书馆、武进地
方文献研究会编撰的《武进图书馆
馆藏宗谱萃编》日前由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成为全国首部县区级图
书馆馆藏家谱目录。

《武进图书馆馆藏宗谱萃编》为
武进地方文献丛书之一，精装十六
开本，共 820 页，100 万字，由区文
广新局、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牵头
组织有关专家编撰，编撰工作正式
启动于 2014 年 10 月。其间，编撰
组对馆藏 109 个姓氏，共 3125 卷、
3527 册、2.85 亿字的 341 部宗谱进
行了梳理、归纳。

该书分谱牒文化探索与研究、

宗谱萃编、家规家训遗训、附录四大
部分，以各姓氏宗谱为蓝本，扼要记
述了各姓氏的姓源、始祖、始迁祖、
繁衍迁徙以及旧谱、新谱、编修人
员、族中有关名人、证书等。附录刊
载了武进档案馆、常州姓氏资料馆、
常州家谱档案馆、常州名人研究会
家谱馆藏谱目录共 600 部，为读者
提供了更多的宗谱检索目标。

收入该书的341部宗谱的编修
单位，凭此前武进图书馆颁发的家谱
收藏证书，可获赠该书一本，领取地点
为该馆三楼地方文献研究会办公室。
市民如需购买，也可联系该会，电话
13585308196。 （张军 周茜）

《武进图书馆馆藏宗谱萃编》出版

本报讯 2017 年度莽原文学
奖日前揭晓，常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胡军生的长篇小说《套牢》获得唯一
长篇小说奖。

《莽原》是河南省文联主办的大
型文学双月刊，莽原文学奖是由其
主办的一项纯文学奖项。 （周茜）

《套牢》故事梗概
当初靠财务造假欺诈上市的家

族企业银欧科技因经营不善，步履维
艰，已经到了濒临破产退市的边缘。

为了扭转银欧科技的颓势和危
局，作为银欧科技董事长宁元一的女
儿同时也是太华证券当地营业部总
经理的宁采萍，施展美人计，诱惑俘
虏了既是风流才子又是金融达人的
钱东平。终于，钱东平在美色面前迷
失了自我，跟随宁采萍等人做出了一
系列上下其手坑害股民的勾当，最终
也去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胡军生长篇小说《套牢》
荣获莽原文学奖

本报讯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
研究所日前与武进国家高新区签
约，共建民爆装备试、检、认一体化
服务平台。

北自所创建于1954年，为中央
直属大型科技企业，曾成功研制我国
第一台液压伺服喷漆机器人、第一座
自动化立体仓库、第一台高能电子直
线加速器等，完成多项国家攻关项
目。此次共建的民爆装备试、检、认
一体化服务平台是工信部确定的工

业强基项目，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国
家级民爆装备一体化服务平台。

该平台建成投用后将全面提供
专机检测、控制系统检测、生产线检
测、综合性能及安全评价、标准制定
与认证服务等，对促进民爆装备产
业发展具有支撑作用。

武进国家高新区已引进阿里巴
巴创新中心、固高智能装备协同创
新中心等平台，科技服务体系加快
完善。 （马浩剑）

北自所与武进国家高新区签约

共建民爆装备试检认
一体化服务平台

本报讯 金坛境内县道指别线
（X352）改扩建工程元旦前夕开工。

本 次 改 扩 建 的 县 道 指 别 线
（X352）起于241省道，终至延西线，
长度为5.3公里，投资3700余万元，
将从原先宽 4米的混凝土水泥路面
改扩建为宽9米的沥青混凝土路面，
两侧绿化带各5米，预计明年10月完
工。该工程完成后，有利于消除镇村
公交、校车等车辆的安全通行隐患。

2018 年是“四好农村路”的收
官之年，金坛将全面消灭境内县道

四级公路。
据统计，金坛境内共有17条县

道，经过多年改造、修复，目前仅剩
县道指别线（X352）、县道延西线

（X203）仍为四级公路。为此，金坛
公路部门启动了对县道指别线的改
扩建工程。

据悉，金坛最后一条县道四级
公路县道延西线的改造工程也将开
工。预计至今年底，金坛境内所有
县道都将达到三级以上。

（袁金芹 刘玲 戴广安 陈玉婷）

指别线改扩建开工

金坛境内县道今年底
将全部达到三级以上

本报讯 江苏凯隆电器有限公司智
能电网设备制造项目日前竣工。

据了解，该项目一期工程于2014年
12 月开工，总投资 2.5 亿元，建筑面积
50000平方米。该项目主要是对引进产
品和自主设计研发的新产品实施产业
化。本项目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智能开关
设备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打破了国外
智能电网配用电技术的垄断，提高了国
产用户端智能开关设备及管理平台在国
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该项目可新增
产值 4 亿元，利税 8000 万元，人均产值
160万元以上。

近年来，常州经开区重点打造以智
能电力装备为代表的现代产业体系，全
区范围内拥有百余家电力装备配套企
业，已经基本形成发电、输电、变电、用电
各个环节全覆盖的智能电网产业链条，
2017 年智能电力装备产业实现产值近
200亿元。 （舒泉清 刘吉林）

打破国外智能电网
配用电技术垄断

凯隆电器智能
电网项目竣工

记者12日从金坛旅游局获悉，经微信投票与业界专家评审，“茅山竹海”杯金坛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揭晓，一号农场
的有机大米、华东玫瑰风情园的玫瑰花茶等25件商品入选“金坛好礼”。下月3日，它们将在金坛首届民俗文化旅游节暨乡
村旅游嘉年华上集中亮相。 赵鹤茂 赵军 文/摄

25件旅游商品入选“金坛好礼”

本报讯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
发布公告，正式批准横林强化木地
板产业为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
区。这是武进区继春秋乐园旅游区
成功创建后的又一次突破，标志着
全市两个国家级知名品牌示范区均
落户武进，在全市起到很好的示范
作用。

横林强化木地板产业起步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产业区内现有地
板终端企业174家，配套企业230余
家，从业人员 3 万余人，产品销往全
国300多个大中城市，出口美国、加
拿大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内销

和出口量持续占据全行业的35%和
65%的头把交椅。2017 年，主导产
业总产值 150 亿元，其中内销 105
亿元，出口 9 亿美元，整个主导产业
占全镇经济总量的 46.88%。2016
年地板区域品牌价值经权威机构评
估达11.03亿元，潜在价值33亿元。

下一步，武进区市场监管局将
以示范区成功创建为契机，多方联
动，合力推进，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
引领作用，在“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上下功夫，全力推进地板产业转
型升级和优质发展，为打造品质武
进作出应有贡献。（赵欣慰 庄奕）

横林强化木地板产业成为
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上接A1版）
从申报出口分市场情况看，亚

洲、北美洲、欧洲依然稳居前三位，
分 别 占 比 50.19% 、20.29% 、
16.95%。亚洲市场中，增长较快的
市场为印度及东盟，同比增长率分
别达到 65.2%、26.44%；美国仍是
出口北美洲的主要目的国，占比
18.68%；欧洲市场中，出口俄罗斯
增幅最大，同比增长 33.07%，对荷
兰出口出现8.02%的同比下滑。

占我市出口申报 7.33%的光伏

设备行业，2017 年出现了 16.88%
的降幅。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
际贸易摩擦加剧，2017 年 3 月欧盟
宣布对华光伏双反延长18个月，同
年 7 月，印度对华光伏发起反倾销
调查，这些不利因素削弱了我国光
伏产品的竞争优势；二是国内需求
增长，随着能源耦合不断加深、个人
光伏发电并网政策进一步推行，我
市主要光伏设备生产企业纷纷将目
光转向国内，抢占市场份额。

（钱林南 朱芸芳 孙东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