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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区两级的老年大
学 太 火 爆 了 ，报 了 几 年 都 没 报 上
名，现在好了，在‘家门口’就能上
学。”近日，在天宁区老年大学茶山
分校，正在学习形体舞蹈的易阿姨
告诉记者。

易阿姨住茶山街道华润社区，一
份来自街道的开学通告，让她意外得
知老年大学已经开到了“家门口”，她
和 35 位姐妹幸运地成为茶山分校形
体舞蹈班的“插班生”。对于任教老
师，易阿姨表示“老师挺专业、教的也
认真，自己很满意”。

据了解，去年年底，天宁区老年

大学 2019 年春季招生简章发布，仅一
周多时间，94 个班级 3000 多个入学名
额全部被抢光，80%的老生留存率更
导致舞蹈、健身、声乐等热门课程“一
座难求”。

区级老年大学现有教学资源跟不上
老年人迅速增长的需求，而公办区级老
年大学“扩容”能力又有限，为破解难题，
天宁区要求全区 7 个镇（街道）100%设
立天宁区老年大学分校。郑陆镇因为距
离市中心最远，老年居民求学最为不便，
所以该镇成为老年大学分校成立的第一
个点，接着，茶山教学点、雕庄教学点、兰
陵分校、红梅分校、天宁分校、青龙分校

相继落成。从“1”变成“1+7”，老年大学
遍地开花。

“7 个分校课程都是根据居民需求
设置，满一定人数开班，每个分校的课程
皆不相同。”天宁区老年大学教导主任
邱沁玥介绍说，像天宁分校设有弹拨乐、
常州吟诵等10多个课程；雕庄街道设有
楷书、烙画、模特表演、智能手机摄影等
课程；青龙分校的课程最为丰富，开设有
竹笛、非洲鼓、模特、养生武术、美术等课
程，深受老年人欢迎。

那么，老年人最爱上啥课？记者了
解到，从各个分校统计上来的数据显示，
报名人数最多的是声乐课和形体舞蹈

课，“声乐与舞蹈如此受欢迎，主要是因
为要求不高，且更容易学习。”邱沁玥说，
在最受欢迎的“新兴”课程中，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摄影）课位列第一，其次为太
极、摄影，茶山分校开设的瑜伽课、青龙
街道分校开设的模特表演课也吸引了不
少居民的关注。

教学点增加，势必要壮大教师队伍，
为加强分校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由区
老年大学委派老师到分校教学，一方面
各分校积极引进一批热心老年教育事
业、有一技之长的退休教师、医生、教授
等专业人士，担任兼职教师。

（徐蕾 葛轩）

从“1”变“1+7”

天宁把老年大学开到家门口

本报讯 “家门口一改之前的杂
乱和喧闹”“真的很感谢政府这次改
造”“现在路平坦了，还添置了栏杆，再
也没有汽 车 乱 停 导 致 路 面 不 通 畅
了”⋯⋯昨天，在走访改造后的翠虹
路，张家村、史家村背街小巷和浦陵
路时，居民纷纷为改造后的背街小巷
点赞。

今年是天宁开展背街小巷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的第三个年头，目前全区
范围内已有 56 条背街小巷的颜值全
面升级。

坐标：翠虹路

翠虹路东至翠竹公园湾塘路，西至
飞龙路，全长1100米，宽度仅有7米。

由于该路原规划是小区内部道
路，现在却成为周边五个居民小区和
三个学校出入的干道，道路双向通行
压力剧增，导致上下班高峰时段道路
拥堵，路面道板破损严重。

红梅街道城管科副科长张伟介
绍，2017年1月份修缮了翠虹路的西段
路面，2018年5月份整治、改造了翠虹

路的东段和中段路面，并在主路口安装
设置道路违章抓拍探头和警示桩。同
时，把原部队经营性店面关闭封堵后留
下的一段临街人行道，改造提升为便民
双拥步道，供居民饭后散步。

为使道路保持整洁和长期畅通，
红梅街道还加派了交警、城管各 1 名
日常巡查，2名环卫工人定时打扫。

坐标：张家村、史家村背
街小巷

张家村和史家村是典型的城中
村，存在建筑危旧、设施落后、环境脏
乱、群众意见大等问题。

为此，天宁街道对村内建筑外墙
立面、店招店牌、大型户外广告、道路
路面、停车、绿化景观、入口广场节点、
雨污管网、架空强弱电市政杆线、公厕
垃圾箱等街道设施、标识标牌指示设
施、消防栓等内容进行综合改造提升，
对重要的核心节点进行深化设计，打
造形象特色亮点。

天宁街道城管科副科长杨柳说，
通过区域整治提升改造，张家村、史家

村实现了“村落绿化、墙壁白化、道路
硬化、环境洁化、路灯亮化”，彻底改变
了昔日道路坑洼、管网淤塞、污水横
流、垃圾乱倒、环境脏乱的现象，使两
村呈现了村容整洁、鸟语花香、黛瓦白
墙、环境舒适的新气象。

坐标：浦陵路

浦陵路北接中吴大道，南至浦南
南村，总长382米。

因年久失修，加上公交车 219 路
的回车场在浦南南村，路面长期碾压
已破败不堪，坑坑洼洼，每逢雨雪天
气，道路积水严重，居民出行不便。

兰陵街道城管科副科长叶峰介
绍，2018 年 8 月至 10 月，对道路进行
了整修，并对路边的坡道进行了回缩
和整改，使道路更加宽敞，汽车停放上
坡也更为方便。

浦南南村门口的 5 栋和 13 栋，每
年雨季就淹水，对下水道清洗疏通，又
新添置10几个集水井后，淹水现象已
明显改观。

（陶怡 孙卫中 葛轩）

天宁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进入第三年

56条小巷颜值全面升级

本报讯 4 月1日，天宁区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联合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市文化行政综合执法支队及区
相关部门，对天宁区的部分网吧、酒
店、娱乐场所等进行安全生产隐患大
排查。副区长管黎芳参加活动。

目前，天宁正开展区文化、旅游
市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
动，旨在深刻吸取响水“3·21”爆炸
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对全区文化、
旅游市场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管，消
除安全隐患，确保天宁区文化、旅游

市场的安全稳定。
本次活动分为 3 个阶段。3 月 25

日至3 月 31 日为对标自查阶段，各场
所要对标自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
补差；4 月 1 日至 4 月 7 日为现场督查
阶段，督察组对全区文化、旅游市场
经营场所采取不定期、不间断、明察
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拉网式排
查，一家不漏，彻查隐患；4 月底 5 月
初为重点抽查阶段，将以“回头看”检
查的方式，对有问题的场所，进行重点
检查。 （姚海燕）

对天宁文化、旅游市场

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本报讯 4月2日，天宁区油气
输送管道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对辖
区内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安全情况
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总体良好。

目前，天宁辖区内有 3 条天然
气管道，分别隶属于中石油西气东
输苏浙沪管理处、江苏省天然气有
限公司、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
公司三家单位。管道总里程 36 公
里，途经郑陆镇、青龙街道，附属分
输站2座、截断阀室2座。

专委会重点查看了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情况、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管道
完整性管理情况、管道档案报备情
况、应急管理情况和人员密集型高后
果区的安全管理现状。专委会要求
属地、各分输站、输送管道相关企业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落实工作责
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严格安全管
理，强化事故防范，确保油气输送管道
安全运行。

（陈凝 纪舒凡）

确保天然气输送管道安全

本报讯 无人驾驶的乘用车、接
驳车、公交车等不同类型车辆，“独
自”完成行人避让、限速通行、红绿
灯识别、施工绕行、机动车避撞⋯⋯
3 月 29 日，在天宁区智能网联汽车
开放道路测试区内，来自苏州金龙、
智加科技、开沃新能源、滴滴、东南
大学、江苏大学、南京理工等企业院
校的智能驾驶车辆，通过测试环节
一决高下。

“目前智能驾驶技术研究已十
分成熟，这辆无人驾驶车辆传感器
均为进口，造价约一百万元，可实现
人机一体，无人驾驶上路。”前来参
加比赛的江苏大学汽车学院博士刘
泽说道。

当天举办的 2019 国际（常州）自
动驾驶技术创新大赛现场，由江苏省
工信厅指导，国家 ITS 中心智能驾驶
及智能交通产业研究院、江苏智行未
来汽车研究院、星星充电共同承办。
通过本次大赛建立起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机制，支撑起商
用化试验示范项目建设，探索智能驾
驶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区域内的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国家ITS中心智能驾驶及智能交通
产业研究院目前已建成封闭、半开放、开
放在内的多场景、全要素自动驾驶综合
测试基地。其中位于天宁区的开放测试
场总体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一期3平
方公里已建成。 （小珍 小路）

无人驾驶大比武

本报讯 “这些善款我们分成 7
份，分别送给了 7 位服务对象。”3 月
30 日，天宁区文明办工作人员和一加
爱心社志愿者带着玫瑰义卖的爱心善
款来到位于红梅街道的养老院，给 27
岁的於小小（化名）送上一份爱心。

今年 2 月，区文明办和一加爱心
志愿者服务队共同发起了玫瑰爱心义
卖活动，共募得善款 131684.3 元。这
些爱心义卖的善款将全部用于 7 户重
病家庭、特困家庭。

当天慰问的於小小身体重残，由
于父母离异又各自重新组建家庭，於
小小选择独自生活。养老院因其特殊
情况，以2000元的优惠价格同意其入
住。为了每月生活费用，於小小自食
其力，目前是某网站的一位客服工作
人员。这些年，在志愿者们的帮助下，
於小小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笑容
也越发灿烂。

一加爱心的玫瑰义卖活动已走过
15 个年头，累计售出近 10 万朵玫瑰，
共捐助 555 位孤寡老人、残疾人与贫
困儿童。 （罗翔 杨赟）

玫瑰义卖筹得13余
万元爱心善款

帮助7户
困难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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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家湾的道路边，随处可见盛开的梨花。 刘雪文/摄

粉樱绿草把春意传给了每位路人。孟建强/摄

查家湾樱花大道一年比一年美。 赵剑/摄

樱花大道 赵剑/摄

盛开的花，引得市民出门驻足观赏。 沙杨/摄

东经120线上，月季花开正艳。 陆鉴平/摄青瓦衬花娇。 高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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