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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届 中天汽车杯

“拍出精彩”摄影比赛

参赛作品可发邮箱至rb_blzk@163.com
咨询电话：刘克林 13506146683（微信）

《小丑动物嘉年华之梦幻世界》
将于2019年5月19日（周日）亮相
常州大剧院。该剧从剧本到表演，均
根据各种动物的习性和特点“量身定
制”。演出团借鉴马戏元素，去除强
化驯服环节，依照小动物天性，通过
设计喂食、呵护奖励、互动游戏、关爱
陪伴等形式排练，在不改变小动物自
然属性的前提下，与演员一起编排了
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儿童舞台剧，在
带给孩子们意外惊喜的同时，体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亲近。

动物参演 亲近宝贝

童年中总有一段这样的时光：想
象身边最爱的玩偶有生命、家里的宠
物会讲话、花花草草可以听懂自己的
诉说，孩子天真烂漫的天性和各种各
样的奇思妙想，是渴望与身边的玩具
或动植物进行游戏与交流……

该剧通过小女孩丽莎的梦境，
讲述她与复活玩具共同玩耍的奇妙
经历，体现父母细心关爱孩子的重
要性。剧中的小狗、小猫、鸟儿等均
由动物“本色”出演，活泼、自然、有
趣，拉近了与儿童的距离。不仅如
此，还有蠢萌的荷兰猪、灵巧的松
鼠、身姿矫健的斗鸡等，孩子们不仅
能大开眼界，还可与小动物进行互
动，感受神奇动物世界的魅力。

小丑互动 趣味提升

该剧采用不拘传统的儿童剧手
法，人物形象通过舞蹈展现，充满艺
术气息，鲜活立体，让观众在观演过
程中感受分外轻松愉悦。

小丑艺术是经过不断创新和演
变的成果。他们夸张诙谐、引人注
目，通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表演
赢得掌声。可是，舞台上只有小丑
表演怎么够？孩子们才是这场小丑

嘉年华舞台剧的主角！当台上的小丑
用卖力的表演带动全场气氛，孩子们
涨红了小脸，目不转睛地盯着小丑的
一举一动，他们一定在想：小丑那永远
掏不完的大口袋里究竟有什么秘密？
自己能不能拥有这样的“魔法”？演出
现场，小丑将会邀请观众中的小朋友
上台互动，让这些上帝派来的小天使
成为传递快乐的使者，将孩子们心中
单纯的快乐，传递给在场的每位观
众。这一刻，一定会成为孩子最幸福、
美好的回忆。

多媒体技术 打造绚丽舞台

为了让观众拥有更好的视觉体
验，演出邀请到国内优秀多媒体团队，
配合舞美、灯光、音乐，共同打造梦幻
舞台效果，运用多功能舞台背景板结
合各种动物的行为展示，打造动物舞
台剧。

梦幻世界即将来临，门票火热销
售中！感兴趣的市民可通过各邮政网
点订票，或拨打热线0519-68882425
购票，也可通过常州保利大剧院微信
公众号购票。

小丑动物嘉年华
精彩内容抢先看

本报讯 4月4日，由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江
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淮安研究
中心主办的“诺亚1号”中华绒螯蟹
良种选育及生态健康养殖交流会在
江苏射阳港召开，常州本土培育的
大闸蟹新苗种“诺亚1号”获得了行
业的广泛认可。

“诺亚1号”是江苏诺亚方舟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帮助和指
导下，选用长江野生蟹品种，历经5代
品种选育和2代池塘规模化养殖试
验、历时十余年自主培育而成，也是国
内唯一由河蟹养殖企业主导培育出的
大闸蟹新品种。相比于其他苗种，“诺
亚1号”具有规格大、活力强、抗逆性
强等特点，投苗的回捕率可达80%以

上，大闸蟹亩产能够提高近40%。
会上专家表示，目前河蟹养殖行业

的良种覆盖率不足20%，大部分农户的
养殖效益仍处于基础水平，各品牌要尝
试多元化的路径提升自身的知名度以
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与会专家还从
河蟹良种繁育、河蟹生态养殖技术、微
生物制剂的应用等技术角度，展开了交
流讨论，进一步阐释了科学养蟹和良种
选育对于提高河蟹的养殖效益和对整
个产业稳定健康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

会后，诺亚方舟还与射阳诚信长
江蟹生态育苗场达成了深入合作，未
来双方将进一步扩大“诺亚1号”的繁
育规模，向更多农户推广大闸蟹良种，
推行生态养殖技术，使农户能够科学
养蟹、享受河蟹生态养殖技术进步带
来养殖收益提升，带动整个河蟹养殖
业转型升级。 （商新）

本土蟹苗种“诺亚1号”获行业认可

“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
里”，分水裁山，成为了江南印象再造江
南园林，传承吴中文化的艺术实践。他
们把属于江南的，更是常州的文化底色，
铺就在西太湖畔，叠石筑一片山林，理水
引一池碧水，山水之间花木四季缤纷。
江南印象从整体看，三城三水层层环绕，
颇似春秋淹城形制；从造园艺术看，会馆
一池水面不大，偏有网师园仅以400平
方米造就湖波荡漾之效，中央水面颇似
面积阔大的拙政园水景；从大格局看，江
南印象更像西太湖之眼——吴中文化的
禀赋之眼。真正是西太湖畔造大园，大
园之中套小园，一户一院一方天。

由于坚持了江南文化的纯正基因，
确立了传统审美的价值高度，江南印象
在常州地产界独树一帜地开发出容积
率仅为0.28的别墅项目，190亩开发面
积，仅120套别墅，且不少产品建筑仅为
一层，这也是少之又少的别墅形态。对
此，张中华表示，开发江南印象项目，不
仅是一个普通的别墅项目，更希望把这
里打造成一个常州标志性的文化项目，
以建筑与环境的营建方式体现常州悠
久的文化。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还是来江
南印象，感受传统文化的春色。

刘燕涛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泰富·江南印象：对吴中文化的传承与坚守
说 起 江 南

印象，不可不提
园林，江南园林
凝炼了江南印
象；说起江南园
林，除了苏州，
常州也绝对绕
不过去。常州，
曾经有过名园、
也出过名家，叠
山与理水、建筑
和花木，江南印
象被独到创作，
这种情结和态
度更被传承。

常 州 西 太
湖畔有座“江南
印象”，占地200
亩，是以经典宅
邸园林形制营
造的一个大院
落。柳浪莺啼，
湖光潋滟，此时
到访这里，溯源
它的文化脉络，
感受其中的文
化精神，探究当
代江南造园文
化的精神，时机
再好不过。

泰富·江南印象是一座集江南院落、传统宅邸、江
南园林于一体的建筑群。纵览全貌，粉墙黛瓦、小桥
流水、庭院深深；穿行其间，庭台水榭、连廊回转，虽无
桃源偏觉置身世外；扣门入户，一院一宅，院落静雅，
似隐似逸……

江南宅邸园林的正统和吴中建筑文化血统的纯
正，是视觉带来的第一感受。江南印象在一深一高之
间彰显了对吴中文化的承载能力，通过营造手法将吴
中文化外化发扬。

江南园林，寄情山林、风清气朗。为体现江南水
乡湖光意趣和园子的宽宏气势，拙政园当年的园主与
设计师舍得一半面积理水。江南印象在对待水面处
理时异曲同工，把原有十多亩水面放大到30多亩作
为中央景观，这在常州小区建筑中恐怕绝无仅有。一
座168亩的别墅性楼盘，仅水面景观总面积就达近
30亩，手笔之大显而易见，难怪一些业内人士称，这
么大水面完全可以增建四、五十套别墅，花这个代价
营建水景，是一种奢侈。

最终决定放大水景面积的是泰富集团总裁张中
华，他认为既然是江南印象，必须体现江南典型的湖
泊风光，理水是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没有足够大的
体量，再好的设计师也无法表达。因此，给江南印象
留足水景面积，是整体设计基调。张中华说，“江南印
象临近西太湖，水系发达，营造内部湖景景观成为体
现江南园林风格的重要元素，只有水面放大到30亩
才能来谈印象。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艺术创造与传
统传承的问题。显然，牺牲一部分实用性才能凸现审
美的艺术性，取舍之间，江南印象更看重的是审美。”

理水与堆石是江南园林的两大
要素，江南印象的堆石同样令人称
奇道绝。

以小区会馆为例，会馆以数栋
古建风格建筑组成，水榭、回廊、亭
阁高低错落、分布有致。其中，假
山堆石，一是体量大，二是全部使
用太湖石原石，三是石尽其用、运
石如笔，颇得环秀山庄古法叠石之
精妙。“漏、透、瘦、皱”是宋代米芾
对太湖石最精准的评价，古往今来
是江南园林堆石上品，近年来随着
石源枯竭更是价格飚涨，江南印象
有此手笔，在常州近年来的园林环
境建设中也堪称佳话，这也反映出
江南印象对传承传统文化的执着
与专注。

把传统文化内化成一种审美的
感动，是一个过程，少不得造园妙手
之匠心。江南印象的很多主体景观
建筑采用了传统木雕、砖雕，请来的
是清一色苏州香山帮。香山帮最著
名的作品是北京天安门城楼，他们
曾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工艺的最高
水平。江南印象会馆进门的砖雕与
楼阁的木雕，其精美程度不由让人
想起苏州全晋会馆的建筑雕刻，刀
刀入神、幅幅化境。

用水乡湖光意趣
展江南园林之写意

用古法叠石技艺
展江南园林之精妙

坚守传统技艺
营建常州文化之美

江南
印象

江南
印象

江南
印象

泰富·江南印象江南私家园林，敬请预约参观86059988

常州日报社与中天汽车集团联合
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天汽车杯“拍出精
彩”摄影比赛颁奖典礼，14日在中天日
晟店举行，55名作者分获一、二、三等
奖、优秀奖、优秀信息奖、中天报道
奖。作为第二届中天汽车节的重头
戏，第七代新天籁也于当日登陆常
州。图为中天汽车集团董事长陈逸构
与摄影比赛一等奖获得者代表合影。

陈暐 海斌 刘克林图文报道

“拍出精彩”11年

一等奖2名

如日中天
（中天汽车集团15周年典礼）

冲进火场

二等奖4名

助学12载 情暖大别山

院士回母校

四药开门红

《荷韵》入选全国展

三等奖8名

慰问百岁老人

甜宝的追求

美不胜收天子山

梦幻梯田

歌唱祖国

常州2幅作品获“郎静山奖”

《常州好人》周民

一院医生高铁救人

中天汽车集团 张 浩
常州日报社 钱焱 海斌 克林

运河拍客 孟建强

常州日报社 陈暐 克林
中天汽车集团 吴 云

觅渡教育集团 江南风

常州四药 范新华 孙佩华

职工摄影协会 顾常华

常青村委 薛霄渊

常州人大 吴卿 梁菊芬

女摄影家协会 顾晓惠

职工摄影协会 吴志炜

金东方摄影 刘振刚

上海华侨摄影 唐心忠

常州三院 阮丽花

常州一院 冯 凯

第十一届中天汽车杯
拍出精彩摄影比赛获奖名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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