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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美
丽乡村示范建设指挥部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牟家村、跃进村、西墅村美丽乡
村规划。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蔡
骏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许峥出席
会议。

天宁区郑陆镇牟家村和武进区嘉

泽镇跃进村、湟里镇西墅村美丽乡村规
划是我市第二批“三区十点”美丽乡村
示范项目。会议对牟家村提出的建设
高品质生活环境、促进多元经济发展、
彰显特色文化价值、打造和谐开放舒适
的村庄规划目标；对跃进村提出的围绕
美丽乡村环线，打造宜居新家、乡愁老

家和电商人家，提升花都产业园区、电
商基地示范区和花木种植区的村庄规
划目标；对西墅村提出的打造自然生
态、宜居宜业乡村，产村一体、三生融合
乡村，人文彰显、田园体验乡村的村庄
规划目标予以肯定，原则同意通过 3 个
规划项目。

会议要求，美丽乡村建设要以“村强
民富、景美人和”为目标，规划先行，因地
制宜，加快推进第一批美丽乡村示范项
目和第二批美丽乡村示范项目的规划落
地落实，发挥美丽乡村示范项目的引领
带动作用。

（陈伟瑾 刘一珉）

牟家村、跃进村、西墅村：

美丽乡村规划确定

本报讯 牛塘镇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日前对外开放。该馆位于牛
塘镇清莲园内青云阁，主要用于展示
该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象牙
浅刻。这是武进区首个镇级非遗馆。

牛塘镇从事牙刻工艺者约有
100人，仅湖滨路镇区段两侧就驻有
4位国家级、省级牙刻大师。自上世
纪70年代起，牛塘逐渐成为全国象
牙雕刻的三大中心之一。但因为用
料问题，象牙浅刻行业面临危机。
根据国家关于在2017年12月31日
前全面停止象牙定点加工单位、定
点销售场所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的
相关要求，原先开设于该镇的各类
象牙浅刻展馆和门店陆续关闭。

为保护和传承象牙浅刻这一传
统文化艺术，同时积极引导牛塘广
大牙刻艺人探索技艺转型，牛塘镇
设立了这一非遗展示馆，由常州市
江南象牙雕刻艺术馆具体运营。

该展示馆建筑面积约 556 平方
米，一楼主要展示猛犸象牙艺术品，
二楼展示非洲象牙艺术品，三楼为
大师工作室及象牙艺术品制作场景
展示，集中摆放了用于象牙制品制
作的各种工具，以及不同阶段的半
成品，以便参观者了解象牙浅刻制
作全过程。其中非洲象牙艺术品，
仅提供陈列、展览、交流、科普等，不
开展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

（张军 周茜 高岷 图文报道）

不开展任何形式非洲象牙艺术品商业活动

牛塘镇建成武进首个镇级非遗馆

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春运
工作会议，分析 2019 年春运形势，并作
全面动员和部署。副市长、春运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梁一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春运自 1 月 21 日开始至 3 月 1
日结束，共计40天。全市春运期间客流
量预计达422.7万人次，同比增长5.2%。

今 年 春 节 较 2018 年 提 前 11 天 。
春节前客流相对集中，学生离校、民
工返乡、探亲旅游等多种客流相互叠
加，易形成客流高峰。首个小高峰将
出 现 在 本 月 25 日 ，节 后 客 流 相 对 平
稳。另据预测，今年春运期间总体降
水较多，雾霾天气频繁，可能出现阶

段性、局地性灾害性天气，保安全、保
畅通任务艰巨。

今年市交通部门成立了覆盖全市
交通运输系统的网络体系，在科学预
测客流量、流向、流时的基础上，科学
组织调度运力，优化铁路、公路、民航
等城际交通方式和城市交通方式的衔

接，加大对综合客运枢纽等重点区域
的公交和出租运力的引导与投放，做
好临客列车、夜间到发航班等接驳运
力保障。

梁一波要求各地各单位加强组织领
导，科学调配运力，在机构调整期间衔接
工作不断档，确保全市春运期间旅客运
输安全、畅通；要从严从实抓安全、查隐
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加大对非法运
输的打击力度；要制定完善各项春运应
急预案，构建责任明晰、反应迅速、应对
有效的应急工作联动机制；要强化服务
创新，提升服务质量，努力实现平安春
运、和谐春运。

（宋婧）

预计客流量比去年增长5.2%

我市部署春运工作

本报讯 常州籍画家刘伟光新书
《风雅常州——刘伟光油画作品集》，日
前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刘伟光为省美术家协会会员，1960年
生，深造于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油画室，
2000年定居上海。其作品多次参加各级
美术展览，并入编《今日中国美术》《中国油
画大展》《中国油画》等大型书集。

作为长期在上海从事艺术创作的自
由职业画家，对家乡常州的深切情感一
直是刘伟光的创作源泉和激情动力。近
年，他以“故土与乡愁”为主题创作了大
运河、淹城遗韵、青果巷三大系列作品，
并在常州多地展出，广受好评。

《风雅常州——刘伟光油画作品集》
收录了刘伟光大运河、淹城遗韵、青果巷
三大系列作品。 （张军 周茜）

刘伟光油画
作品集出版

本报讯 昨天中午，单人单艇挑
战京杭大运河的皮划艇达人陈文军满
面风尘抵达常州，受到我市赛飞奇皮
划艇俱乐部成员欢迎，并进行了一场
名为“单艇逐梦大运河，走进常州精华
段”的分享。自 2018 年 12 月 19 日他
从北京出发算起，这已是第30天。

33 岁的陈文军是内蒙古呼和浩
特人，在北京工作多年，有着8年航海

教学经验和5000海里帆船知识，现为
中艇协一期教练，美国心脏协会成员，
加拿大独木舟协会五期教练，美国
ASA101、103 教练，多次参加国内外
帆船比赛。

“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是世
界上最长的大运河。我这次单人单艇
挑战，想吸引更多人来关注和保护我
们的大运河，也想试试能不能为艇界

高手打通一下运河‘脉络’，更好地去
普及皮划艇这项休闲运动。”陈文军
说。

此次，他独自挑战从北京到杭州
的1794公里划行。

为避免皮划艇丢失，他较多帐篷
宿营，很少上岸找旅馆。

他将在常州休整两天后继续出
发。 （何嫄 图文报道）

皮划艇达人陈文军单人单艇挑战京杭大运河

30天从北京划到常州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今年春运
常州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 41.9 万人
次，同比增长29.2%。

机场拟新增太原航线共16个班次；
加密珠海航线，最多达到每天三班往返。

常州飞往西南的成都、重庆，西北的
西安，东北的大连、哈尔滨等城市将会出
现一票难求的情况。此外，海口、厦门、
广州等南方旅游城市以及东南亚城市在
今年春节黄金周将成为出行热点。

从 1 月 21 日春运首日起，常州机场
将开通至靖江旅客专线班车。

（机场宣 宋婧）

常州飞西安成都
机票将会很紧张

本报讯 市侨商投资企业协会
日前举行二届六次会员大会。同
时，市海外交流协会举行三届六次
理事大会。副市长陈正春出席活动
并致辞。

过去一年，市侨商投资企业协
会 19 家会员企业向各级各类慈善
总会、光彩基金、希望小学、老穷边
区等捐款捐物 706.37 万元。协会
还举办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活动，
并在天爱儿童康复中心挂上“侨商
爱心基地”牌子，开启了“侨商公益
行”，受到中残联领导及出席全国孤
独症服务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的

100多名代表点赞。
会员中，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积极参政议政，提交了一批高质
量的提案议案，包括《建议优化环保
改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关于
在政策上支持市民购买地下停车位
的建议》《为企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环
境》等。

目前，市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共
有会员企业 110 家。今年，协会将
继续积极助推侨企转型升级，促进
侨企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努力把协
会建成“侨商之家”，为建设新常州
作出新贡献。 （黄钰 秦嫣）

我市19家侨资企业
一年捐资700多万元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总工会获
悉，我市薛嫣、杨康两位歌手赴北京参
加 2019 全国农民工春节大联欢排练
与录制。这两位歌手是从全市 2018
年“我爱常州”情系职工（农民工）歌手
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歌手。

截至目前，市总工会已连续 3 年

举办百场“我爱常州”情系职工（农民
工）系列文化活动，有 9 位职工（农民
工）代表登上央视《阳光大道·为你点
赞》《农民工春节大联欢》等节目。

薛嫣来自武进，从小受家庭熏陶热
爱艺术，经常参加送文化进企业活动，在
2018年“我爱常州”情系职工（农民工）

歌手大赛中摘得流行组金奖。这次登上
央视舞台，将演唱《烛光里的妈妈》。

溧阳小伙杨康曾从事摄影摄像、
婚庆司仪、保险销售等工作，获得2018
年溧阳情系职工（农民工）歌手比赛第
一名。这次，他将演唱《父亲》。

（秋冰 陈卓 图文报道）

我市两位歌手——

赴央视录制农民工春晚

本报讯 胃疼到吐了约300毫
升咖啡色液体，之后上厕所连解黑
色稀便4次，第二天起床时，杨大叔
头晕心慌，差点晕倒在地。被家人
急送到医院后，杨大叔被诊断为“急
性上消化道出血”，这一切的罪魁祸
首，竟然是止痛药。

日前，市四院急诊医生回忆说：
“病人送来时面色苍白，全身都在出
冷汗，血压只有93/65mmHg，脉搏
115 次/分，如果再晚一点到医院，
就要休克了。”

在追问病史后，医生得知杨大
叔在两个月前，因为坐骨神经痛，自
己买了止痛药和活血药服用，具体
成分不知道。大概连续服用一个多
月后，杨大叔出现了上腹部不适，特
别是空肚子的时候感觉有点痛，就
自己到药店买了雷尼替丁、胃舒平
服用，当时胃痛有所缓解，就没有在
意。于是，杨大叔每天服用止痛药、
活血药、胃药，直到因为呕血住进医
院，才知道自己吃的止痛药已经伤
了胃。

胃镜显示，杨大叔的胃十二指肠
球部多发性溃疡伴有新鲜血痂，这说
明新发生过胃出血，但是胃黏膜已经
发生了溃疡。杨大叔在住院期间还
出现了呕血症状，血红蛋白一度低
到 40g/L，只有正常值的 1/3，属于
重度贫血，所幸输液输血治疗后病
情稳定。

“吃药本是为了治病，但是盲目吃
药，有可能伤及胃，甚至影响肝肾功
能。”四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蒋春樱
说，“临床上经常会遇到患者因为这里
痛那里疼的，自己买止痛药，吃了后出
现胃酸、恶心、呕吐等不适。大多数人
意识不到这是乱用止痛药后伤及了
胃，还误以为是自己犯胃病了。”

蒋春樱提醒市民，服药不当是引
发胃肠道疾病的重要原因，服药时
间、服药方式不当也会伤及胃肠。尽
量在饭后半小时内吃药，必要时在医
师指导下合并用一些保护胃肠道的
药物，切忌同时服用两种消炎镇痛
药。长期吃药的人，一定要注意饮食
规律，戒烟忌酒。 （杜蘅 李青）

自购止痛药 吃到胃出血

本报讯 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工作进入入户登记阶段。16日
下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曹佳
中率领市统计局、金融办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深入现场，实地督导视察我市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现场登记工作，
并看望慰问一线普查人员。

在钟楼区政府，曹佳中一行听
取了区经普工作汇报。曹佳中指
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
大国情国力调查，也是对全国、全市
家底的一次“全面体检”。做好这项
工作，将为我市科学制定经济发展
政策、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扎
实可靠的数据支撑。他叮嘱工作人
员要牢记使命，依法普查，严格遵守
普查纪律，严守商业秘密、商业讯息
和个人信息，要按程序细心、文明、
科学地开展信息采集工作。

随后，曹佳中一行来到景尚旅

业集团和位于西林街道的纤美服装
店，督导普查员现场采集普查数
据。在普查登记现场，曹佳中认真
查看了普查员对普查信息的采集、
审核、上报流程，并与普查对象亲切
交谈，详细询问了解他们的经营收
入、房屋租金、企业开支等情况，面
对面宣传经济普查政策，对他们给
予普查工作的支持配合表示感谢。

曹佳中一行还察看了武进区津
通国际（常州）工业园内的津通物业
管理公司、托特斯科技有限公司和久
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曹佳中强调，
相关部门、街道社区要密切协调配
合，持续加强政策宣传，为全市第四
次经济普查工作按时保质完成营造
良好氛围、提供有力支持。同时，要
以此次经济普查为契机，深入辖区企
业、个体户，及时了解、有效解决他们
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困难，进一步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龚励）

市领导督察“四经普”

杨康演唱《父亲》。薛嫣演唱《烛光里的妈妈》。

（上接A1版）省、市两级生态环境部门通
过技术、信息、平台、人才精准对接，指导
集团实施了多项重大节能减排、循环经
济工程。其中，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年可
节约标煤12万吨，成为工信部首批两化
融合促进节能减排重点推进项目；建成
35 万平方米的原料场全封闭工程，完成
了“棚化”“仓化”“网化”和封闭皮带通廊
处理，“用矿不见矿、用焦不见焦、运料不
见料、出铁不见铁”，成为省内首家原辅
料全部实现封闭式管控的钢企。

“埋头苦干、三年再看，创新智造再
出发。”中天钢铁集团董事局主席董才平
表示，2019 年是钢铁行业新旧动能转
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深化之年，也是中
天钢铁的“标准化建设推进年”。集团将
久久为功，保持归零思维和再出发心态，
全面启动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争取在
2019年底基本完成，与韩国浦项合作推
进国际一流水平的信息化系统，强化内
部控制，规范经营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
全员能力素质，真正让绿色绩效考核立
起来、实起来、严起来。

中天钢铁还将紧盯行业关键效益
指标排名前三的优秀企业，放大企业院
士工作站、钢铁研究总院研究应用基地
等创新能力，重点培育轴承钢、帘线钢、
齿轮钢、弹簧钢等优特钢种，锁定成品

“一次合格率”等指标，将专业化生产做
到极致。 （朱元洁 马浩剑）

中天钢铁以“绿色
绩效”检验发展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