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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三届“童心里的诗篇”少
儿诗会创作大赛评选结果近日揭晓，我
市《心事晾衣架》《日记》两件作品荣获一
等奖。

今年 1 月 10 日起，市文明办、市教
育局、市文联等单位在全市开展优秀童
诗征集活动，在近4个月的投稿期内，共
收到童诗作品13715件。市文联从中选
出优秀作品，参加第三届“童心里的诗
篇”少儿诗会创作大赛。

该项比赛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省侨办、团省委、省作协、省广
电总台主办，面向中国及海外18周岁以
下中小学生，旨在提升少年儿童的审美情
趣和人文修养，增强其想象力、创作力。
活动共收到参赛作品10.7万多件，入围终
评作品225件。最终，经多轮讨论、评审，
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除获得两个一等奖外，我市还有《星
星》《云是会写故事的小孩儿》《童年》《天
空》《雪书》等 5 件作品获二等奖，《草丛
音乐会》《嘴巴》《钢笔先生》《收藏家》《小
小读书郎》《煮书》《大自然是一盘菜》《脸
红了》等获三等奖，《童心里的中国》《孩
子的眼睛》《鱼儿和我》《夕阳来拍照》《调
皮的企鹅》《雨姑姑》获优秀奖。一、二、
三等奖获奖数量均位居全省第一。常州
市获优秀组织奖。 （王建湘 周茜）

我市荣获一等奖的作品

心事晾衣架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心事。
我们都千方百计地把它隐藏在
那从未有人到达的地方，
除了自己。

那小小的心事啊，
就像一件湿透的衣服，
穿在身上，
沉重万分，
压得人喘不过气。

那小小的心事啊，
就像一个脚镣，
无形地将我们禁锢，
让我们的心，
也变得不堪一击，
狭小封闭。

我多么希望，
有一个心事晾衣架。
每个人，
都把那湿透的外套脱下，
将它晾干。
让心灵走出阴霾，
让大自然，
也能倾听你发自内心的呼唤。

那时，
你会发现，
原来自己，
是那样的可爱。

作者：浦前中心小学六（1）班杨敏嘉
指导老师：刘芬

专家点评：
这是一首有趣的小诗，作者将“心

事”物化为“一件湿透的衣服”，希望找到
一个衣架晾晒，于是“心灵走出阴霾”，自
己回归可爱。

构思十分巧妙，语言亦朴实中见俏
皮。小孩子其实也有苦恼，也有心事，但
苦于无法诉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心
事晾衣架》其实是孩子渴望理解的诗的
宣言，也是当代少年儿童阳光心情的特
别昭示。

很喜欢李贺名句“少年心事当拿
云”，与杨敏嘉小朋友共勉。

点评者：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

日记

1
我今天干了件坏事
扔粒石子，扑通一声
把睡午觉的小河吵醒
我正想道歉
但小河却对我温和地笑了
泛起涟漪一圈圈

2
铅笔像雨，下啊下
橡皮像太阳
太阳一晃，雨就停下脚步

3
花儿和蜜蜂是好朋友
花儿盛开的前一天

就告诉蜜蜂
明天，我要开花了
于是，开花的那一天
蜜蜂就会在那儿
蛰伏整整一天一夜

4
我希望有一种叫微笑的空气
我把它装进微笑老人送我的瓶里
我不开心时，就吸一口微笑空气
这时，我的嘴角就笑成了
弯弯的上弦月

作者：武进区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
四（6）班陈欣妮

指导老师：马莉 苏天草

专家点评：
陈欣妮的《日记》由四则“日记”构

成，非常突出地体现了小诗人的美好心
灵和诗意的想象力。

第一则“日记”写的是“我”因为向
小河中扔了石子而生有歉意，小河却
以圈圈涟漪向“我”报以宽和的微笑；
第二则的想象独特、新奇，于中也包含
阳光般的寓意；第三则中，小诗人写花
与蜜蜂的友爱，本于自然，但亦超常，
一方面出于其诗意的想象力，另一方
面，也是出于诗人美好的寄寓；第四则

“日记”收拢全诗，也与第一则的微笑
有所呼应，使得全诗散发出无比美好、
迷人的气息。

点评者：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文学评论家）

另有多首获得二三等奖

全国及海外10.7万多首少儿诗歌参赛，入围仅225首

我市两首少儿诗歌荣获一等奖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有了快
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我市在城镇
安置了大批待业青年，扩大了就业面，

并实行奖励制度，提高了职工工资；在农
村，则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带来了储蓄
的增加。

当时，大力发展人民储蓄事业，把群
众手里暂时不用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
支持四个现代化建设，是银行工作的一
项重要任务。

为此，我市根据城市建设实际，有计
划地增设储蓄网点，在邮局、事业单位和
街道，都建立了储蓄代办机构，以适应城
乡居民的需要。1979年4月25日，本报
刊登了向阳区工人新村第二居委会主任
到居民家中办理储蓄手续的新闻。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财意识如今已
深入人心，人们不再单纯依靠储蓄来实

现财富增值。
比如，时下互联网金融吸引了很多

“85 后”“90 后”。他们易于接受新鲜事
物，手机、电脑网络使用娴熟，手里拥有
的资本可能并不足以迈进银行传统理财
的门槛，这时候就会选择理财门槛低的
互联网金融。2013 年作为中国互联网
金融元年，开启了全民理财的时代，启蒙

了很多人的理财观念。而“70 后”，
在关注储蓄、股票、基金、银行理财
等产品的同时，还会选择黄金、保
险、房产等保守型理财产品，不把鸡
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50 后”“60
后”则更倾向于传统，手握房产、黄
金、保险“三板斧”。

宋婧

从进入居民家中办储蓄，到各有各的理财方式

常州市向阳区工人新村第二居委会为支援“四化”建设，积极做好居民储蓄工作。这是居委会主任到
居民家中办理储蓄手续。 袁国士 摄

随着时代的发展，储蓄早已不是居民理财手段的唯一选择。图为我市股民黄国琪坐在家里炒股
票，每年收益颇丰。 张海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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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智能制造，传感先行。万
物互联的时代，看“智慧常州”的魅力，

“智能传感小镇”所在的常州市新北区龙
虎塘街道率先答题——2017 年 5 月龙
虎塘“智能传感小镇”成功入选江苏省首
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目前，小镇已拥
有传感器技术平台、科研平台、孵化平
台，拥有森萨塔、常荣、三恒科技等一批
龙头企业与技术领军型传感器企业。

龙虎塘街道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智
能传感小镇”LOGO。

征集的 LOGO 须符合主题，充分展
示智能传感小镇整体形象，较好地诠释
龙虎塘的文化、产业内涵。LOGO 征集
请直接将作品、源文件、作品说明和作者
简介发至征集邮箱 czlhtzj@163.com。
征 集 活 动 还 设 置 了 丰 厚 奖 金 ，共 计
41000元。

征集时间：2018年7月16日-8月4
日。征集启事全文详见中国常州网、常州
网微信号。咨询电话：0519-88066519。

设置奖金41000元

龙虎塘“智能传感小镇”——

征集LOGO

综合审判，全面维权。经30余
年探索发展，我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少年家事审判工作已成为全国司法
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受到最高人
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肯定，先后获得了
国家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省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先进集体”等荣
誉称号，并有多人次获得国家级、省
级等荣誉称号。

一直以来，市中院少年庭以审
判为中心，全面贯彻落实刑诉法及
其司法解释规定的各项未成年刑事
审判制度，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原则，切实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依
法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减轻判处
刑罚，对符合缓刑、免刑条件的尽量
适用非监禁刑，同时严厉打击各类
危害青少年的刑事犯罪。目前，全

市法院未成年犯罪缓刑适用率达到
了 40%。同时，坚持以预防犯罪和
判后帮教为司法延伸工作的重点，
全市未成年人犯罪率从 2015 年的
2.55%下降到 2017 年的 1.81%；罪
错青少年再犯罪率始终低于2%。

近年来，全市法院涌现出一大
批高质量的青少年维权项目，品牌
效应逐步显现。“法治大讲堂——校
园讲堂”如火如荼，全市法院每年进
入校园开展各类法治讲座近百场，

“以案说法”模式深受广大师生喜
爱，上门要求开展法治讲座的络绎
不绝；“灯塔萌”声名远扬，新北法院
率先成立了全国法院首家“灯塔萌”
社团组织，以培建法律志愿者队伍
为基础，全面开展青少年维权工作，
其创建的“同阶审判”模式开创了青
少年法治教育新模式，受到了团中
央、全国妇联的高度评价。各基层
法院都打造了各自的维权品牌，如
武进法院打造的“兴国百万护苗基
金”、金坛法院打造的“一村一法治
辅导社”、天宁法院创建的“无讼校
园”等。 舒泉清 政法宣

中院少年庭：

情融于法 爱汇于心

少年庭组织青少年零距离接触圆桌法庭。

本报讯 我市日前出台《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
见》。市安监局局长王竹林就《实施意
见》的起草背景、重要意义、起草过程
及内容、亮点和举措进行了解读。

记者了解到，2016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
见》。去年 8 月 11 日，江苏省委、省
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
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我市《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共有 6 大部
分、28 条内容，明确了我市安全生
产领域改革发展工作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和重点改革任务。针对全
市安全生产工作亟需破解的突出问
题，从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
列制度性措施，着力堵塞监督管理
漏洞，解决法律法规执行不严、工作
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是我市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生产工作的

指导性文件。
《实施意见》的主要亮点与举措

有：健全责任体系，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消除监管盲区，落实行
业部门监管职责；着眼事故防范，强
化企业主体责任；完善考核机制，加
大激励和责任追究；坚持严格执法，
加强依法治理；突出风险防控，严格
安全准入。下一步，全市将进一步
量化目标、细化措施、实化责任、强
化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把《实施意
见》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保持平稳向好态
势。1－6月，全市累计发生各类生产
安全事故357起、同比上升11%，死
亡154人、同比下降6%。其中，道路
运输事故311起、同比上升22%，死
亡106人、同比上升9%；工矿商贸事
故46起、同比下降31%，死亡48人、
同比下降27%。未发生较大以上生
产安全事故。 （李义东 秋冰）

我市出台《实施意见》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常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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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 天 晴 到 多

云，东南风 4 级，
今 天 最 高 温 度
35℃，明晨最低温
度26℃。

常州政法群星
持之以恒强化重大项目支撑作用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上接 A1 版）切实增强城市集聚资源和
辐射带动能力，不断放大常州承启东西、
牵引南北的战略支点作用。

四要在服务保障上有新提升。下半
年实体经济面临的发展环境可能更趋
严峻，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增强服务意
识，提高服务水平，着力破解要素瓶颈
制约，千方百计支持、保障企业发展和
项目建设。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
气，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
各类市场主体提供高效的政务服务，打
造最优的营商环境。加强对在建项目
的跟踪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影响项目建
设的矛盾和问题，千方百计破解发展空
间、资金等制约，推动重点项目早竣工、
早投产、早见效。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形成多方合力，特别是对于一些重点产
业的建设、重大项目的招引，要举全市之
力来支持保障。

五要在管理督查上有新加强。围
绕科学化、精细化要求，进一步提升项
目管理、督查、考核水平。加强市级统
筹和协调，强化重大项目前期论证、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对列入动态库的项
目一管到底、一抓到底。发挥和调动好
各板块的积极性，形成部门和板块上下
联动、合作互补的高效运作体系，切实
提升项目引进的规范性、产业匹配的科
学性、落地选址的合理性。强化重大项
目竣工投运后的绩效评估，重点评估亩
均投入、产出、利税、能耗、排污等指标，
评估结果要与各板块的资源要素分配
相挂钩。继续优化督查方式，及时发
现问题，逐个把脉问症，逐项压实责
任，逐条督促整改，确保完成各项年度
目标任务。

丁纯指出，越是在转型升级压力大
的时候越要抓重大项目建设，我们既要

抓增量也要优存量，把引资争资作为经
济工作的生命线，为打造高质量的工业
明星城市夯实基础，既要抓内资也要抓
外资，树立以亩产、效益、能耗、环境论
英雄的导向，算好就业账、环境账、税收
贡献账、产业配套账，夯实产业转型、财
政增收、富民惠民的基石。越是在困难
矛盾特别多的时候越要展现担当作为，
要打破思维定势，克服路径依赖，创新
项目招引办法、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在
项目建设上聚力尽责，加强工作研究和
协同联动，对涉及产业发展、项目建设
的问题，一项一项梳理、一件一件过堂、
精准开出药方，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
法。越是在区域竞争白热化的时候越
要优化营商环境，全市上下要备加珍
惜、自觉维护常州服务的品牌，每一个
党员干部都要有“人人都是投资环境、
个个都是投资形象”的自觉，坚定不移

地推进放管服改革，把该放的权放到
位、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把国家减税
降费政策落实好，充分应用大数据提升
管理和服务效能，着力推进一窗通办、
一网通办、一端通办、一号通办，继续发
扬“店小二”精神，切实提供精准、精细、
精心的政府服务，构建“亲”有度、“清”
有为的政商关系。越是在资本市场变
化大的时候越要加强工作推进，要沉下
心来、下足功夫，把企业股改工作做扎
实、做规范，推动广大企业更加注重规
范管理、创新转型，提升盈利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善于运用重组的思维帮助上
市公司、优质上市后备企业找到突破发
展的新路径，做强做大做优。

市领导蔡骏、韩九云、徐光辉、曹佳
中、周昌明、周斌、方国强、史志军、梁一
波、胡伟参加督查活动。

（马浩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