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城明居”项目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东城明居”项目位于常州市天宁区劳动中路47

号，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13421.45㎡。
一、招标单位：东城明居物业管理委会员
联系人：马政 联系电话：18921091880
二、承办单位：常州市常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东路88号607室
联系人：王兰萍 联系电话：0519-85160886
三、投标资格：（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

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
需的设备；（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及对应的社保记录；（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健全的财
务会计制度；（6）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报名日期：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
5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00—4：
30。

五、现场报名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东路88号
607室

1、先在常州市物业管理系统(企业端)进行网上
预报名；2、网上审核通过后办理现场确认，如报名的
投标企业超过10家，将由招标方随机抽签的方式选
择5家企业正式参加招投标。

六、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复印件一份）；2、市物管处出具的诚信证明；3、公司
简介和业绩资料；4、外地企业投报的要增带常州市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物管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证
明（复印件一份）；5、投标资格审核表(常州市物业管
理网http://www.czwyglw.com自行下载)；6、上
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东城明居物业管理委员会
201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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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茶山街道清凉一社区居委
会都会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来理发。
帮他们剪发的是社区理发志愿服务队的
2 名队员，其中 1 人是有着 42 年党龄的
退休企业干部阙亚萍。阙亚萍的剪发技
术好，不仅会帮男士理平头，还会打理女
士的中长发。这手艺是她在 40 年义务
理发中摸索和积累出来的。

1972 年，阙亚萍进入常州割绒厂工
作，没多久就被选为团支部书记，调入宣
传科。厂里的党、团活动比较多，阙亚萍
又是一位热心人，她积极组织、参与的同
时，跟着老师傅学会了扎拖把、剪头发。
那时候，每逢厂里搞活动，她都会带着剪
子露一手，帮一些困难职工和家属义务
理发。1976年，阙亚萍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更是激起了她为民服务的热情，有空
就帮别人义务理发、扎拖把。1990 年，
常州割绒厂与常州灯芯绒厂合并，阙亚
萍成为组工干部，干过文教宣传、做过行
政、销售。干一行爱一行，她对每一样工
作都力求做到最好，2005 年，她正式退
休，并一直被企业留用，任销售科党支部
书记。直到2014年，阙亚萍的外孙女上
小学，她才不得已退了下来。

在厂里的时候，她参加学雷锋义务
理发活动，还只会帮男职工理简单的平
头。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每逢休息日，
她就跑到理发店里看别人怎么理发，回
来后自己买了理发推子开始琢磨，就这
样竟掌握了好几种理发技术。“名声”在
外，等到她退休后，还有人慕名上门找她

理发。
2012年，在时任社区党支部书记蒋

企虹的带领下，社区成立了党员理发志
愿服务队，阙亚萍自告奋勇加入队伍。
每周三，雷打不动，她都会和蒋书记一
起提前 10 分钟到，把工具摆放好，穿上
围裙，摆好椅子，等候居民们的到来。每
当有一些腿脚不便、卧床不起、年事已高
的老人需要理发，只要一个电话，不管是

节假日，还是下雨下雪天，她都会带着理
发工具上门为老人们理发。细心、周到、
微笑的服务，让每个理发的老人心里充
满着温暖。

在阙亚萍和蒋企虹两位爱心理发志
愿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
其中，为社区志愿服务贡献自己的力
量。今年初，又有 1 名志愿者加入理发
志愿服务队，正式成为其中一员。

除了理发，社区里关于阙亚萍的正
能量故事还有很多。2014 年夏天的一
件事情，让一个人永远记住了阙亚萍这
个好心人。那天，她和居民在社区小花
园打乒乓球，休息时注意到一位正在锻
炼的老太脸色惨白，摇摇晃晃似乎就要
晕倒！阙亚萍一看不对劲，赶紧上前将
老太扶到一旁躺下，老太已浑身无力，捂
着胸口喊疼。她看老人像是心脏病发
作，正巧身上带了一块黑巧克力，赶紧给
老人吃下。过了一会儿，老太终于缓过
神来，感动之余紧紧握住阙亚萍的手说：

“如果今天不是遇到你，恐怕我已经不在
了。”以后，老人每次遇见阙亚萍，就会告
诉身边人，是这位好心人救了她的命。

2016 年 5 月的一天，阙亚萍的邻居
突发腰椎骨折，住院治疗后回到家中卧
床休养，但吃饭成了问题。邻居的爱人
每天要上班，儿子还小又不会做饭，一筹
莫展。阙亚萍知道后，主动做起了“伙
夫”，每天帮助邻居烧水煮饭，安排好用
餐，空余时间还帮他家打扫卫生，直到
邻居完全康复。阙亚萍的细心、周到、
热心肠，让周围人很感动，她用善行感
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2016 年，她被
评为天宁区最美家庭和社区最美志愿
者，2017 年，阙亚萍家庭被评为常州市
文明家庭。

行善不是 3 分钟的热度，阙亚萍坚
持行善 40 年。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
界，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

童华岗 陈秋萍 张红军 图文报道

2012年至今，每周三她都会在社区为民理发

六旬女党员义务理发40年

本报讯 自称是移动公司业务员，
上门推销的却是“友趣通”第三方软件。
昨天，在受理多起消费者投诉后，武进消
协提醒消费者，遇到业务员上门推销充
值送话费的，要多留个心眼。

近日，武进消协接多起消费者投诉，
反映在公司上班期间，有自称是移动公
司的业务员上门推销充值送话费活动，
如充 300 元送 400 元等，考虑到平时业
务中打电话较多，这样的优惠力度比较
吸引人，不少消费者当场就充了 300 元
甚至更多，可买单后才知道，他们只是友
趣通网络软件的业务员。消费者必须在
手机上安装友趣通 APP 软件，再通过这
个软件拨打四川的一个电话才能开通业
务。

消费者发现受骗后，要求对方退款，

对方说只是业务员，钱打到软件公司账
上就不能退了。而且业务员只提供微
信，不提供手机号码，无法联系。使用过
这种软件的消费者对消协工作人员说，
充值的钱不是充到自己手机号码账号，
而是充到APP软件中，只能在这个APP
中消费。且打电话需要在该 APP 平台
上打，使用起来多有不便。目前，消协工
作人员正努力寻找推销人员所在公司，

以便对退款事宜进行调解。
武进消协提醒消费者，在遇到自称

运营商业务员上门推销话费业务时，要
注意以下几点：一要注意有关人员的着
装，电信运营商人员上班时会着制服、佩
带标识，一般不会有工作人员单独上门
推销；二要注意核实业务的真实性，对优
惠力度如此大的业务推销，消费者心中
应先打个问号，可以打运营商客服电话

如 移 动 10086、电 信 10000、联 通
10010，咨询是否有此类优惠业务；三要
注意索要消费凭证，正规通信运营商收
费一般都会出具正规机打发票，上门推
销人员一般不提供收款凭证，而索要收
据或发票以后就能获取对方信息，日后
消费中出现纠纷也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
依据。

（顾群策 庄奕）

武进消协提醒——

自称移动业务员 上门推销“友趣通”

本报讯 “真没想到你们行
动这么迅速，这下子我再也不用
为晚上停车的事烦心了，谢谢你
们！”10 月 29 日下午，溧阳市夏
桥村民小区业主夏文蕙看着小区
里宽敞的停车场，高兴地说。

今年 9 月，夏桥村民小区在
溧阳市委市政府的帮助下，完
成了老小区改造工作，小区中
央的空地浇筑成了方便业主停
车的公共停车场，可夏文惠在
享 受 停 车 便 利 的 时 候 却 犯 了
难。“总觉得中间那两台变压器
太碍事了。”夏文蕙每天早出晚
归，每次下班回来，停车场里容
易停的车位都停满了，只有靠
近变压器周围可停，每次停车

她都胆战心惊。
10 月 28 日上午，溧阳市供电公

司组织施工力量，对这两台变压器开
展配变迁移工作。其实，伴随着溧阳
市政府老小区改造工作的深入，溧阳
市供电公司早就安排各供电所台区经
理对改造完成的老小区供电环境进行
集中整治，夏桥村停车场中央的两台
变压器早就成了城郊供电所台区经理
蒋联敏的“眼中钉”。他将这一情况向
公司汇报后，公司第一时间组织技术
人员对小区现场进行勘查和方案设
计，并在 10 月 28 日当天组织施工力
量，经过 5 个小时的不间断施工，当天
傍晚，影响停车场停车的两台变压器
顺利从中央移至西北角。

（童华岗 罗雪楠 彭迪）

变压器为公共停车场“让路”

本报讯 随着大型吊机吊臂
的摇动，溧阳市溧城镇祥龙货物
堆放场的装卸作业设施被拆除，
码头被顺利取缔。10月30日，经
过12小时的作业，溧阳市首批拆
除了3座非法码头。

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溧阳市全面启动内河码头专项整

治，共摸排上报码头70家，其中23家因
审批手续不全、不符合布局规划，影响
生态环境、航运和防洪安全等原因将被
取缔关闭，11月底前全部整治到位。

下一步，该市将对取缔码头区域
进行复垦种植绿化，加强巡查，坚决杜
绝非法码头“回潮”。
（谢泉平 孙丹 芮伟芬 图文报道）

溧阳大力整治“散乱污”——

一天拆除3座非法码头

本报讯 为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寻获
财产线索，近日，常州经开区法院积极整合
新媒体资源，发布金额高达6万元的悬赏
公告，引起社会公众强烈关注。

悬赏公告中的被执行人薛某某系常
州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以公司名义向申
请人刘某某借款100余万元，至今未还。
今年5月，经开区法院立案执行后，执行法
官先后进行网络查控、传统查控，均未获
得薛某某的财产线索。在调查走访薛某

某住址、公司所在地时，发现本人不知去
向，公司已经歇业停产。7月17日，在接
到申请人刘某某反馈薛某某的下落线索
后，执行法官立即出动，驱车200多公里
赶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某村，对薛某某
的下落展开排查，得知薛某某去年曾在村
里生活过，如今已去向不明。

毫无线索的查找增加了执行工作的
难度。鉴于刘某某想早日追回借款的迫
切心情，也为了更好地维护申请人的合

法权益，执行法官综合研判案情后，决
定采取悬赏方式，借助社会力量找出
薛某某的下落。此举得到了刘某某的
同意，并在商议后将悬赏金额确定为
6万元。

10 月 23 日，“悬赏令”在网络及
经开区法院微信官方号相继发布，相
信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能促使“老
赖”薛某某不再逃避责任，积极履行还
款义务。 （小波 家玮）

经开区法院悬赏6万元找“老赖”

（上接A1版）
10 多年前，一个“用苏州评弹来

演绎金庸武侠小说”的行动推进起来，
并最终得到金庸首肯，由邢晏春和邢
晏芝进行改编和演绎。

“他的祖母是苏州人，因此他也喜
欢听书，对评弹很有感情。谈到版权
费，他说你们给1块钱（港币）我，就是
版权费。他还说，你们可以说得风趣
一点，噱头多一点。”邢晏春记得，那次
获授权的有《雪山飞狐》和《天龙八部》
两部小说，“《天龙八部》有 8 条线，情
节比较复杂，我们就想容易的先做，尝
试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改 编 工 作 大 约 进 行 了 半 年 。
2007 年下半年，录制好的评话版《雪
山飞狐》在电台播出，反响巨大，也得

到金庸的高度肯定。
“现在这部评话作品有人能像接力

比赛一样传下去，是开心事，相信金庸先
生‘在天上’看到一定也非常开心。”昨天
的授书传艺仪式上，邢晏春动容地说。

杨洁艳获书面授权“独家经营”

杨洁艳能得到两位书坛名家的青
睐，获授书传艺，邢晏芝说，主要在于其
刻苦努力与积极主动。

杨洁艳老家在横山桥，爷爷是当地
书场的负责人。她 5 岁开始听书，耳濡
目染喜欢上评书。高中毕业，杨洁艳便
下决心拜师学艺。17 岁时，她趁著名评
话演员陈燕燕到横山桥演出，“黏”到了
这第一个师傅，半苏州话半常州话地开
始说起了评话。“第二个师傅是原常州市
评弹团团长周玉峰，跟着学了《常州白泰
官》”。至今，她已从艺21年。

评话都是大角色，女孩子的体力、形
象驾驭起来并不容易，但杨洁艳却偏爱
评话。板寸头，一袭长褂，醒木一拍，台
上的她俨然一副小生模样，表演风格也
是大开大合，颇有大侠风范。她也确实
喜欢演绎大侠，加上想拓宽戏路，评话

《雪山飞狐》于是成了她的一个梦想。
去年，为中篇弹词《冒官记》编剧和

设计唱腔，邢晏春与邢晏芝来到常州，杨
洁艳主动找两位老师表达了意愿。

邢晏春与邢晏芝曾在常州评弹团工
作 20 多年，对常州感情深厚，多年来对
我市曲艺团的各项工作也十分支持，看
着这个近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话演
员，两人也有呵护提携之心。邢晏芝说，
她观察这个年轻演员事业心很强，基本
功扎实，口齿清楚、角色分明，而且精神
气足，勤勤恳恳，当时就让她好好学。

“这次授书传艺的日期定得也巧，竟

成金庸先生的遗愿了。”邢晏芝说，去年
四五月份，她专门在香港拜访了金庸，征
求他对授书的意见。“他欣然同意，还叮
嘱了好多话，说作品是启迪人的，要有侠
义心肠，不要太商业化。他还提出签约，
签约书上有杨洁艳的名字，所以这部《雪
山飞狐》杨洁艳现在是‘独家经营’”。

已经试演半年，到处满座

获得金庸授权后，去年 7 月，邢晏
春、邢晏芝将两人演绎的每回 38 分钟、
共 47 回评话版《雪山飞狐》录音盘带交
给了杨洁艳。

“我就听一句写一句，打了 3 个月。
每天除了下午的演出，其他时间基本全
都用来打录音带。”期间，遇到不太明白
的地方，比如文言文、引经据典的内容，
又或者自己说起来不太顺畅的地方，杨
洁艳就主动请教两位老师。“他们都很开
明，鼓励我只要主题不变，有自己的东西
尽管加”。

期间，除了将脚本转换成适合自己
的语言，她还花了大量时间揣摩角色的
性格、特征，在艺术表现上也构思了很
多。“这部评话以前是两个老师一起说，
现在我一个人说，那说的过程角色转换
就要快。再比如，评话的前半部分是苗
人凤和胡一刀的恩怨，后半部分是胡斐
和苗若兰的感情，苗若兰是一个十六七
岁的姑娘，她的声音怎么处理，两个人的
嗓音怎么变化，也是要考虑的”。

邢晏芝介绍，此前半年，杨洁艳已在
6 个书场试演，到处满座。此次授书传
艺仪式后，她将登上苏州新天地家园书
场，正式开讲《雪山飞狐》。“希望她把这
部书说好，让书中的侠义不仅影响她，也
影响观众，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尽善尽美
了。”邢晏芝说。

另据了解，杨洁艳版评话《雪山飞
狐》预计明年春节后在常州与观众见
面。 （周茜）

金庸生前书面授权给我市评话演员杨洁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