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22日，天宁区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天宁街道青山路社区开展试点工作
的业务培训。

青山路社区是本次普查工作天
宁唯一试点社区。该社区户籍数
4000 多户、户籍人口 1 万余人，拥
有四个板块，分别是新小区金新鼎
邦花园、次新小区青山湾花园、老旧
小区通济村和一个城中村大圩沟，
人口规模适中，社区管理基础扎实，
各类人口特征齐全，即有利于试点
的顺利开展，又兼具较好的代表性。

青山路社区的试点工作 6 月 4
日启动，共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区域
划分和建筑物标绘阶段、摸底和入
户登记阶段及比对复查阶段。目前
已完成第一阶段，共统计出 115 个
建筑物模块，并按建筑物包含的住
户数量将普查区划分成 31 个普查
小区。

摸底、入户登记阶段自7月14日
至8月3日，主要完成短表、长表的登

记；比对复查工作将于8月上旬结束。
据天宁区人普办副主任谈晓明

介绍，与以往历次人口普查相比，今
年在普查方法、手段上有了很多创
新，比如互联网自主填报、电子设备
采集、数据实时直接上报、行政记录
比对以及推行大数据运用等，大大
提高了普查的效率和准确性，但与
此同时也对“两员”选调和普查业务
培训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增加
了建筑物清查工作，清查要求对辖
区范围内所有地表建筑进行信息采
集并在标绘系统中进行标注，标注
的信息包括：建筑物的编号、名称、
地址、类型、有人居住的住房单元数
以及备注等主要指标。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
人口普查所需的资料，是每个公民
的义务。”谈晓明说，普查人员也会
全流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
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向任何机
构、单位、个人泄露公民信息。

（徐蕾 吴菁）

今年普查方法有创新，还要清查建筑物

天宁区启动人口普查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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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香浓、雄黄烈；龙舟
竞逐、吟诗折柳；插艾条、菖
蒲辟邪，带铜钱、肚兜祈福
⋯⋯又到五月初五端午
节，天宁区开展了“最中
国 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
首场活动，各街道用丰富多
彩的活动，唤醒了我们记忆
深处的悠久文化。

百人包粽大赛
6 月 20 日，天宁区以

“寻觅端午 传承风物”为
主题，在雕庄街道菱溪名
居举办了“最中国 我们的
节日”活动，体验传统民
俗，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粽子，是端午节的灵
魂，也是最能代表端午的
传统风物。活动现场，“百
人包粽大赛”吸引了百位
民间包粽达人一展身手、一较高低，大家
折粽叶、装糯米、裹粽子、系粽绳⋯⋯争前
恐后、热闹非凡。77岁的尹才良在众多女
选手中是“万红丛中一点绿”的存在，他说
自己包粽子的手艺是跟奶奶学的，以前老
伴还在的时候，每年端午都会一起包了粽
子送亲友，老伴去世后，就只有他一个人
包了。“前些天还在家包了几十个，自己
包、自己煮，一屋子的香啊。”尹才良说。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雕庄街道朝阳
花园的陈建凤，以10分钟17个粽子的成
绩脱颖而出，夺得“快手赛”第一名。志愿
者们将包好的粽子分送到辖区内的困难家
庭，传递一份爱心，分享节日的快乐。

当天，主办方还组织了投壶等民俗
游艺活动，将香囊、面人、彩袋、糖画等传
统风物作为奖品发放给前来体验的居
民。现场，公益五号服务队、退役军人服
务队等组织也热情加盟，为居民提供理

发、磨剪刀、法律咨询等志愿服务。
2020年，天宁将以中华传统节日为

切入点，每个传统节日在一个板块设立主
会场，并结合节日文化内涵、天宁本地特
色，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节日活动，
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作用。

不赛龙舟玩皮划艇
6月18日，在大运河畔南港码头，由天

宁街道举办的“舣舟同行、争渡纳福”活动
为街道职工带来了一场别样的端午体验。

无龙舟，不端午。现场，最受欢迎的
就是皮划艇体验活动，选手们两人一组
一艇，一声令下，起航，划桨，你追我赶，
水花四溅。“不是真的赛龙舟，但皮划艇
也很有趣，考验大家的配合和默契。”来自
兆丰花苑社区工联会的束颖说，虽然是第
一次下水体验，但她已经喜欢上了这项运
动。竞速过后，大家荡漾在东坡公园古运

河上，欣赏着沿河风景，体验苏轼“风细柳
斜斜，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的意
境，感受都市繁忙中的一抹悠闲。

端午节的习俗里还有一项就是插艾
草和菖蒲，目的是驱除蚊蚁杀虫灭菌。

“今天用到的中药有藿香、陈皮、薄荷、艾
叶、白芷、花椒等。”活动现场，天宁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师们准备好了
药囊，大家亲手制作端午福袋中药香囊，
一起祈愿祖国、家乡、家人平安健康。

社区飘粽香 弘扬民俗寄祝福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挖掘中华传统节日内涵，宣传
常州历史文化特色，郑陆镇邀请了民俗专
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端午节的来
历、意义以及赛龙舟、吃粽子等节日习俗。

天宁经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以端
午节为切入点，传承端午文化，推动发展

开发区爱心公益事业，于 6 月 23 日晚开
展“粽香端午 爱满东青”的主题活动，并
启动“关爱失独家庭”项目。

兰陵街道九洲新世界社区组织志愿
者上门为社区党员、空巢老人、独居老
人、残疾人、退役军人、侨眷、五老志愿者
送上织好的蛋兜和粽子；浦陵社区组织
辖区党员和青少年带着饮品、方便面、水
果一起走进光华路消防中队，给官兵们
带去清凉和甘甜，给“最可爱的人”送去
了节日慰问和祝福。

茶山街道清凉一社区联合常州市福
建商会党支部举办了一场“爱陪伴 粽传
承 益相随”家庭文化建设活动。孩子们和
志愿者把包好的粽子及商会捐赠的爱心物
资送到了社区残疾人家庭、失独家庭、优抚
对象家庭、孤寡老人等困难家庭，让困难家
庭也能感受到端午节的气氛。

青龙街道龙湖郦城社区邀请社区的
孩子们参与钓粽子游戏，并用“端午节儿
童画”为节日添彩。

6 月 20 日上午，红梅街道锦绣片区
联合常州市天宁区天福管家服务中心，
走进常州消防支队飞龙中队，与官兵共
度端午佳节。在现场，孩子们亲手制作
了艾叶香包，并带去了精彩的演出。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社区居民感受到
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既联络了邻里感
情、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让辖区居民共
同度过一个难忘的端午节。

罗翔 葛街轩

最中国 我们的节日

多彩活动迎端午

本报讯 做靓“龙城夜未央”特色品
牌，加快繁荣夜游、夜食、夜演、夜购、夜
健、夜宿、夜展等消费业态，当前，天宁
区正着力打造“越夜悦天宁”品牌,投入
专项资金，依托古运河两岸、青果巷、九
洲新世界等，发展夜间市场，促进夜间
消费，激活城区夜活力，真正让城区的
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商业火起来、
夜间经济旺起来。据悉，今天起，青果
巷“朝花熙市”和九洲新世界的“快活夜
市”将率先登场。

记者从天宁街道获悉，依托轨道交
通 1 号线和 2 号线十字交汇枢纽地位，
街道将整合天宁寺、常州购物中心、青
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等景区景点、商业综
合体，创建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 我 们 先 推 出 青 果 巷 的‘ 朝 花 熙
市’、东坡文创街区的创意市集、青山湾
文创园的青山市集这 3 个文旅夜市。”
天宁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吴波说，有别于
其他以美食为主的夜市，天宁的夜市更
侧重于文旅。

“朝花熙市”是青果巷旗下独立市
集品牌，以文创音乐市集结合潮玩游戏
互动、露天电影等，营造夜间网红打卡
地。同时，结合大运河文化带精华段，
开发游船路线、水上游产品线，同时植
入夜间游船演艺等节目。

“二期开放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
中心广场、戏楼等公共区域和演艺空
间，为街区增加常态化，不间断的戏剧、
原创情景剧、快闪剧等文化表演；结合

建筑，墙面留白打造 3D 灯光秀等，从声
光电全面提升青果巷夜游的可逛性。”
晋陵文旅总经理朱群说。

在青山湾文创园，今年 7 月至 10
月，每月一期青山市集，每期持续两天，
以女性成长的各个阶段为切入点，围绕
衣、食、住、行、用、情感等诸多方面开展
主题活动，营造和构筑优雅、有品位、有
文化感、富于活力、精致有情调的主题
夜市环境氛围。

东坡文创街区则从 7 月 11 日开始，
每逢周五、周六晚上，推出创意市集，旨
在提供一个给年轻人展示和交流自己
创意产品的平台，发展成为嘉年华式的
年轻人聚会。目前，围绕健康生活类、
手绘工艺类、创意加工类、绘画动漫类、

现场互动类等，正在招聘青年创意摊
主。

据悉，天宁夜间消费集聚区明年计
划建设中心城区文商旅消费集聚区，
2022 年计划完善文商旅居产业深度融
合提升。

除了 天 宁 街 道 打 造 的 天 宁 夜 间
消费集聚区，位于兰陵街道的九洲新
世界也将于今日启动“快活夜市”，场
地设置在商场西门，划分为零售区、
食品区、儿童区、服装区四个区域，安
排摊位 170 个。首期参与商户超 220
家 ，预 报 名 参 与 商 户 超 500 家 。“ 快
活夜市”每天都开，将持续至今年年
底。

（凃贤平 徐蕾 沙杨 唐佳丰）

首场活动今日启动

龙城夜未央•越夜悦天宁

天宁推出多个文旅夜市

本报讯 6 月 20 日，天宁区领导
许小波、郑亚赴郑陆镇督查安全生产
工作。

天宁区区长许小波指出，安全生
产没有万无一失，只有一失万无，做好
这项工作归根到底要“建机制，强责
任”，他要求各板块、各有关部门要按

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
的原则，提高认识，明确职责，强化企
业主体责任，压实属地监管责任，确保
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常州市仁信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门从事液氨充装与储存，批发兼零
售（槽罐车、液氨钢瓶一体配送）经营

企业。此前国务院督导组督导过程中
发现该企业存在厂区办公楼距离厂房
安全距离不足且使用泡沫夹芯板搭
建、企业超产能充装、门口10KV高压
电线杆防火间距不足、管理人员配备
不合规范等问题。

督查中发现该企业液氨瓶合规摆

放，充装区已对照标准完成改造，管理
人员配备到位，门口 10KV 高压电线
杆防火间距达到标准，上述问题已得
到整改。

随后，许小波一行来到黄天荡村
委调研“小化工”专项整治工作。

当前，全区处于“小化工”专项整
治排查摸底阶段，重点排查无证无照
或证照不齐涉及化工生产经营的小
企业、小作坊和黑窝点，以及以挂靠、
租赁和“厂中厂”等方式违法违规从
事化工生产、储存的企业等。从 7 月
起将进入集中整治阶段，对排查出来
的“小化工”，依法依规分类处置、彻
底整治。 （陈凝 范艾茜）

建机制 强责任

天宁区领导督查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6 月 19 日，天宁区“安全
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凤凰公园
举行。本次活动以“消除事故隐患，筑
牢安全防线”为主题，由天宁区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委员会主办，雕庄街道办
事处、天宁区应急管理局承办，天宁区
总工会、共青团天宁区委员会协办。

区委常委、副区长郑亚出席活动。

郑亚表示，安全生产工作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提高意
识，担起责任，共同努力，要牢牢守好安
全生产这条“底线”“红线”，紧紧抓住

“安全生产月”“小化工整治专项百日行
动”“危险化学品综合治理”“打通生命
通道”“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等工作契
机，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厌战

情绪、无为状态，以务实有力的举措，全
面强化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全区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今年，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安全隐
患随手拍”活动和2020年度天宁区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活动。市、区
领导为 18 名“安全隐患随手拍”获奖
者和 15 家天宁区青年安全生产示范

岗创建集体颁发荣誉证书。
广场咨询 区 设 立 20 多 个 咨 询

台，发放宣传册、宣传品，宣传安全生
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
消防安全知识、防灾减灾救灾常识等
安全科普知识和技能，面对面解答群
众最为关心的安全生产问题。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教育和引导
广大企业职工和群众提高安全意识
和守法意识，为天宁区全力冲刺全国
综合实力百强区五十强创造良好安
全生产环境。 （陈凝 范艾茜）

15个集体18名个人获奖

“安全生产月”天宁在行动

本报讯 6 月19日，由常州市文
明办主办，常州市天宁区文明办、常
州市天宁区郑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承办的道德讲堂百姓视角——

《常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首场专
场活动，在郑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举行。常州市文明办副主任段瑞
典，天宁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舒
文出席。

今年 5 月 1 日，《常州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常州
市发布的第一部关于精神文明建
设的地方法规，也是我市精神文明
建 设 法 治 化 进 程 中 的 一 座 里 程

碑。当天的道德讲堂就是围绕《常
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行的专
场活动。

为了让《常州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深入人心，常州电视台《常州
老娘舅栏目》人民调解员盛华中、盛
亮亮为观众们呈现方言说唱《文明
大家说》第一版，这也是天宁区首次
以方言说唱形式开展的创新道德讲
堂。活动还特邀知名学者、法律专
家、基层代表到场，就《条例》出台背
景、意义、如何落地、现下文明行为
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徐佳誉 陶怡 凃贤平）

全市首场

《常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道德讲堂开讲

本报讯 6 月 28 日，第十七届
中国杜鹃花展览会将迎来开幕倒
计时 300 天，昨天，记者从展览会
筹备工作指挥部获悉，当天将举办
倒计时 300 天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将发布第十七届
中国杜鹃 花 展的宣传口号及 lo-
go 征集公告，并初步确定参展城
市（单位）参展方案及布展地块。
此前招募的志愿者已上岗到位，
共同做好启动仪式的服务工作 。
鉴于疫情期间，将做好疫情防控
措施。

杜鹃花被称为“革命之花”“传
承之花”，中国杜鹃花展览是全国
性花卉界盛事，其影响力十分广
泛，每年举办一次，已连续在多个
城市举办了十六届，上一届举办地
为山东日照。第十七届杜鹃花展
览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6 日至 5 月
16 日，共 31 天，地点在凤凰新城。
该展会将立足“红色文化、市政应
用、走入家庭”三大主题，邀请全国

各城市、各风景园林部门来设计、
布展，花展结束后，将结合 15 公里
运河环岛景观带建设，把凤凰新城
10 平方公里的地域打造成全国性
的杜鹃花应用示范小镇。

按照 2021 年 3 月 25 日前完成
施工的计划倒排，筹备组正抢抓
节点、挂图作战，目前杜鹃花展馆
已进场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前交
付；5 月中旬，筹备组已赴山东日
照考察，学习借鉴往届杜鹃花展
办展先进经验和做法；针对杜鹃
花特色小镇全国大学生大赛作品
展，筹备组正进行初步工作沟通
和活动接洽；中吴大道的绿化提
升工程、非机动车专项整治工程
及户外广告和店招店牌集中整治
工程正紧锣密鼓进行中；10 月将
确认参展城市（单位）的布展方案
及审核。

目前已有 35 个城市和 40 余家
单位报名参加展览会。

（徐蕾 郑蓓 徐珺）

征集宣传口号及logo

杜鹃花展将迎来倒计时300天

天宁天宁在行动在行动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整治整治

本报讯 为感谢广大群众对焦
溪古镇申遗工作的支持，6 月 24
日，“留住焦溪记忆”捐赠仪式在古
镇申遗指挥部举行，现场对15位居
民代表颁发了捐赠证书。

“老物件见证了焦溪的时代变
迁与风俗人情，对完善焦溪历史价值
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区文体
旅局局长许术易表示，目前，焦溪古
镇加入“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遗的
各项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去年 6
月，为了真实展示焦溪古镇本土历史
文化和民俗文化，由天宁区文体旅局
和焦溪古镇管理办公室牵头，面向全
市征集焦溪古镇相关文物及资料。

截至今年 6 月，已收到 106 位
热心群众捐赠，捐赠各类实物共计
350 余件，品类丰富、数量众多，以
农事用具、生活用品、建筑构件、纸
质史料和古树名木为主，其中不乏

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历史价值
的老物件。特别是雕花架子床、砖
雕、古碑等珍贵物件，具有一定的研
究价值和展示价值。

“这一组雕花床、衣柜、梳妆台
都是承越后人赠予的，距今已有
100 多年了。”70 岁的承乃强希望，
这些老物件能够“物归原主”，在修
缮完成的承越故居中进行展示。莫
大新捐赠的一块康熙年间的“奉先勒
石永禁碑”，上面记载了清朝政府禁
止地方唱滩簧的规定，是常州古代基
层治理的重要见证。这些老物件不
仅见证了焦溪古镇的历史，也承载了
焦溪丰富的地方文化，更凝结了焦溪
人民对古镇申遗的炽热情感。

据了解，下一步专家将对这批
老物件进行文化价值研究，并在重
点院落进行布展，让其发挥更大作
用。 （罗翔）

350余件老物件留住焦溪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