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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在身边温暖在身边

本报讯 这两天，茶山街道清凉
一村的28幢外墙已经开始维修。

到本月底前，清凉新村130幢，清
凉一村 7 幢、8 幢等 7 栋房屋也将同时
开工，进行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据了解，这次改造主要是对外墙
空鼓、设施老化等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对建筑的外立面重新设计出新，室内
鼓起、剥落的墙壁也会重新粉刷，并更
换雨水落水管及公共楼道的窗户。

“这些住宅经过30多年的风吹日

晒雨淋之后，外墙开始东一块西一块地
慢慢剥落。有的室内墙壁也大量鼓起、
剥落，居民住得不舒心、不安全。”

清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阎珏汝告诉记者，茶山街道去年出台了

《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行动计划》，将为老
小区“旧貌换新颜”，解决这些安全隐患。

此前，茶山街道以“政府引领、公众
参与、共同筹资、互相监督”的创新模
式，成功完成了清凉新村 26 幢外墙维
修工程。

这是全市第一幢以“众筹”模式进行
外墙维修的老旧房屋，迅速引起广泛关
注。这种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由居民
出资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共同实施对住
房公共部位的维护，对老旧小区整治、物
业管理等具有一定的创新示范意义。

所以，茶山街道出台了《老旧小区改
造三年行动计划》。

根据行动计划，街道将用三年时间，
到 2020 年，在清凉、朝阳、丽华、富强四
个老旧新村完成30栋房屋的改造提升，

提高房屋适住性能，确保居民正常生产
生活需求，逐步将老旧小区打造成现代
化城市格局中靓丽的风景带。

“考虑到老小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这
次维修改造由政府补贴 90%，居民只需
要承担 10%。”阎珏汝以清凉新村 130
幢为例，这栋 6 层的多层住宅，仅有 1 个
单元、18 户人家，平均每家只需出资
1700元左右，多退少补。

（凃贤平 张莉敏 张红军）

本月底茶山街道老小区

8栋房屋整治安全隐患
本报讯 3 月 20 日，天宁区政

协召开2019年度工作会议，提出全
面提升履职质量和成效，努力使专
门协商机构“专”出特色、“专”出质
量、“专”出水平。区政协领导魏敏、
黄亚庆、冯子秋、吴新峰出席会议。

今年天宁区政协把提高协商质
效贯穿履职工作全过程。年初，区政
协进一步细化了年度工作安排，涵盖
了区政协层面、专委、工委、界别组的
工作活动，并明确时间安排。针对全
年重点协商课题，区政协计划以课题
组的形式开展，并要求制订具体调研
方案，切实提高协商质效。

此外，区政协还创新地将重点
提案分成工业明星城市建设、旅游

明星城市建设、管理明星城市建设、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民生保障教育、民生
保障医疗健康等六大类别，使提案工
作更具针对性。

为了让委员们参与、了解天宁发
展全过程，全面落实民主监督工作，区
政协以自愿参与的形式每月开展一次

“政协委员看天宁”专题视察活动。
区政协主席魏敏要求，区政协各

专委、工委、界别组要树立主体意识、
质量意识、专业意识、协作意识、创新
意识，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充分调动委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履职质量，
更好地为全区发展建言献策。

（姚海燕 沈春林）

让提案更具针对性

本报讯 “这次零距离、全面的
政策解读会对我们企业真是太有
用。”3 月 25 日，天宁区税务局联合
区工商联、青龙街道，举行纳税人之
家第一期活动暨“落实减税降费，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税收政策
解读会，参加活动的常州旭荣针织
印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李燕说到。

会上，天宁区税务局的“同心服
务团”对增值税改革、企业所得税新
政、个人所得税改革、财行税及非税

新政等一系列最新最热的税收政策的
背景、意义、执行口径及其操作要点，
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

同时，“同心服务团”专家团队借
助纳税人之家，面对面了解重点企业、
重点行业的政策诉求，深入掌握企业
涉税难点、痛点，为进一步提升服务针
对性、便捷性提供了一手资料。

天宁经济开发区200多家企业参
加了此次活动。

（常志彬 房宁娟）

面对面解读税收政策

“现在，除了研发，我非常注重分
享自己的专业和经验，希望能带动更
多的同事成为‘天宁工匠’。”

马方方是一名80后，常州旭荣针

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副厂长，今年被评为
“天宁工匠”。

2006年，马方方研究生毕业后进入
旭荣。

在实验室工作 2 年后，马方方被派
去车间生产一线锻炼，“12 小时倒班，2
周休1天。”

车间的 8 年，让马方方学会并精通

了每个技术流程，“虽然学徒的过程比较
枯燥辛苦，但我喜欢掌握自己的主动权，
也很有成就感。”

在此期间，马方方参与了公司的 6
项专利研发。

“在车间流水线上，不管是哪个环
节，我都在想如何更好地改进技术，比方
说以前染棉需要12小时，通过工艺改进
能变成 6 小时。当然，公司肯定放手让
我去尝试，也让我深受鼓舞。”

2016 年，马方方带领 10 多人的团
队花了一周时间攻克了新型纤维染色新
工艺，成为纺织行业的奇迹。

新型纤维的成分由天丝、涤纶、羊毛
三种不同的面料组成，由于上色肌理不
同，染色剂用的不同，要染成同色很难，
染色不均是行业内的普遍问题。

“这个工艺流程需要十几个小时，而
且面料成本很高，大家都放弃了研发。”

但旭荣的客户，如阿迪达斯、安踏等
品牌对这种高端面料需求量很大。因此
公司还是希望能通过这个面料进入高端
成衣品牌，在高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研发前，马方方特意去江南大学找
自己的研究生导师请教了专业问题，理
清了思路。“作为技术工作者思路很重
要，思路是错的，那结果就是错的。”

离交货时间紧迫，马方方带着团队
人员不分日夜地研发。最后，一周后，马
方方团队就把小样发给了客户，并得到
了满意的回复。

“做成一件事需要一群人。”马方方
非常感激公司提供的平台，和自己团队
和队友们。陶怡 朱文青/文 胡平/摄

——马方方的故事

迎 难 而 上

本报讯 3 月 26 日，天宁区总
工会“图书进万家”文化普惠职工活
动启动仪式在博爱教育集团龙锦小
学举办。

本次活动为学校教师和学生提
供了大量优质教辅书籍和课外读
物，并给予 6-7 折优惠，老师们在
中午休息时间纷纷相约来到流动书
屋选购喜爱的书籍，孩子们得知有

大量精美的课外读物折扣优惠供应，
也纷纷来到现场。

据了解，2019 年天宁区总工会
“图书进万家”活动将惠及 86 家基层
工会，覆盖职工 2.8 万人。活动预计
能为天宁职工提供图书代金券 5 万
余元，图书直接让利 3 万元，赠送礼
品 1 万个，切实给职工提供看得见的
优惠。 （凃贤平 李志燕）

“图书进万家”活动启动

本报讯 3 月 23 日，天宁区第
七届家庭风筝节在蔷薇园体育公园
举行。区领导魏敏、姚澄出席。

家庭风筝节是天宁区实施暖心
家庭项目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天宁
区实施“春晖行动”、积极探索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帮扶模式的重要举措
之一。

目前，天宁区共有 448 户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为关爱这部分群体，天
宁区已建立了3支春晖志愿者队伍、8
个市级春晖家园示范基地。

据悉，去年，天宁区计划生育协会
获评为国家计生协“暖心家园”项目
点。今年，天宁区还将再建 1 个春晖
家园。（徐蕾 高岷 林勤萍 陈秋萍）

放飞暖心风筝

乡

·味

了解一个地方，
首先要了解这个地
方的味道。菜肴，是
融合了一个地区的
人、文、景、情，最能
勾起人们的向往与
眷恋。此次郑陆镇
推出的四个系列农
家菜，多以就地取材
为 主 ，土 乡 风 味 浓
郁，价格经济实惠，
分量备足。如果你
是吃货，一定不要错
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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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家农味

冷菜：酱汁香肝、如意芹菜 、糖醋排
骨、清香马兰、白焯肚片、皮蛋豆腐、秘制泡
菜、长生果

热菜：潭影仙踪（盐水河虾）、圣山蹄髈
（红烧糖蹄）、舜池鱼头（红白烧鲢鱼头）、槐
香鸡蛋（槐树花炒鸡蛋）、王八蛋汤（鹌鹑蛋
炖甲鱼）、舜溪春早（麻鸭炖汤）、查家小炒

（炒肉丝、鱼片、年糕）、农家豆腐（开洋炖豆
腐）、三仙同辉（肉皮、肉圆、猪爪）、回家看
看（红烧、白烧大肠）、大舜过化（白糖高丽
肉）、团团圆圆（手工米粉团子）、松林野趣

（菌菇、雁来蕈）、江河五鲜（红烧杂鱼）、特
色乌米饭、时蔬、水果拼盘 品相淳朴、味道清纯是查家农味的特色。吃这里的饭

菜、酒水、点心及果品，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尝到新鲜，
吃出健康。

查家湾是焦溪“二花脸”生猪的主要产地。“二花脸”肉
质细腻鲜嫩，放养在查家湾后山的二花脸猪肉质则更是味
道鲜美。

查家湾历史上素有“茶宴”习俗，一连三天的宴席，满
桌子都是查家湾的特色菜品和精美点心。八冷八热四大
菜是查家人待客最基本的菜品，一顿饭下来，虽然撑到揉
肚子，但仍舍不得放下碗来。

冷菜：手撕酒糟鱼、白切肚尖、盐水
鹅、茶香野鸡蛋、手抓猪头肉、马兰拌香
干、皮蛋拌芹菜、油焖鲜竹笋

热菜: 古镇遗风（焦溪腻头）、青龙戏
水（盐水河虾）、龙溪清流（清蒸大白鱼）、
舜山鸡鸣（农家干蒸鸡）、中市红火（红烧
肥肠）、老巷寻味（鱼籽烧豆腐）、三元连中

（荠菜团子）、咸安望月（开洋扣蘑菇碗）、
焦店扣肉（香糟二花脸）、埠头恒昌（豆瓣
竹笋蒸农家腊味）、焦丙甜饭（八宝扣甜
饭）、流水人家（青鱼汆汤）、古弄探春（泉
水野菜）、凤凰来仪（原味鸡汤面）、舜杰揽
胜（水果拼盘）

焦溪依山傍水，物产富饶，勤劳的百姓自古就懂得从山
间田头溪水中采撷自然的精华，做成丰盛的菜肴款待八方
来客。古镇宴所有食材均取自焦溪当地和周边村镇，如焦
溪腻头、鱼籽烧豆腐、手抓猪头肉、扣蘑菇碗、青鱼汆汤和香
糟二花脸等。

值得一提的是，焦溪古宴所有的菜名均结合焦溪的历
史文化进行了重新包装，有些菜名是以当地的桥梁为字眼、
有些则以当地的山名和传说为典故，取材历史、寓以新意；
巧借文化、画龙点睛，让食客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一并
饱览焦溪古镇的历史文化大餐。

冷菜：油爆河虾、清水牛肉、凉拌鲍鱼、白斩鸡、红烧猪爪、
拌海蜇、红汤木耳、芹菜豆芽、爆鱼、咸菜毛豆

热菜：尊邦一品（红烧牛肉）、申浦鲜鱼（杂鱼丝瓜）、凤凰展
翅（干蒸鸡）、前湾曲径（红烧大肠）、竹节登高（大明虾二吃）、独
占鳌头（甲鱼海参）、花脸猪蹄（咸猪脚筒毛笋）、转池鱼跃（咸菜
黑鱼片汤）、福禄元宝（红煨肉）、农场老鹅（红烧老鹅莴苣虫草
花）、黄金万两（松仁玉米）、油车腊味（广式香肠蒸海鳗鱼）、载
誉归来（咸菜小竹笋煎黄鱼）、白玉桑梓（白菜开洋）、家美人和

（水果拼盘）

牟家人擅长巧妙地选取食材，创造
出美味的食物，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
命的包容，揉进味蕾之中。

七分采办三分烧，一大早，是当家
“师傅”从牟家当地的菜场上采购来新鲜
的食材，准备制作一桌富有牟家特色的
土菜。满满一桌家常菜，讲究色香味俱
全，花脸猪蹄肥而不腻、腌鲜黄鱼骨酥肉
嫩、更有那鱼片汤白滑香嫩，丝瓜白菜清
淡可口。几轮推杯换盏后，再吃一碗新
米饭，清香扑鼻，用味蕾提升了一整天幸
福感。

菜 单

介 绍

焦溪古宴
菜 单

介 绍

牟家土菜

丰北水席

菜 单

介 绍

菜 单

介 绍

冷菜：丰北土鸡、白切鱼柳、韭菜田螺头、腌菜小杂鱼、爽口
脆藕片、酱麻油水芹、桂花马蹄、虾籽茭白

热菜：丰功伟鳍（功夫青鱼汤）、时和岁丰（明炉大桂鱼）、富
贵年年（桂鱼馄饨）、和和圆圆（莼菜鱼圆）、雪兆丰北（雪菜痴虎
鱼）、岁丰年稔（金瓜扣莲子）、昂首阔步（昂公蚌肉锅仔）、水乡人
家（荷塘小炒）、春华秋实（泥鳅烧豆腐）、杏雨梨云（毛蟹烧素
几）、丰北小酌（青鱼尾烧豆渣）、春意盎然（时令野菜）、丰乐有余

（鱼汤小刀面）

黄家浜、龙兴浜两条大河绕丰北村
而过，村内河流纵横，水网密布，瓜果飘
香，水产丰盈，苇蒲葱郁。勤劳的村民就
地取材，捞几条鱼，摘一点野菜，拈手拿
来，招待贵客，形成了“丰北水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