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30日 星期四
总编办主办 编辑:史水敏 姜小莉 组版:胡敏 校对:朱炜铭 张雯综合·体彩A4

7 月，一个骄阳似火的月份，一个
充满激情的时节。池塘中的荷花娇
艳欲滴，林荫处的蝉鸣抑扬顿挫，一
丝暖风拂过，一颗颗诱人的果实在生
机盎然中不慌不忙地被孕育着⋯⋯

点赞，又一次来了
就在这肆意美好的 7 月里，中国

体育彩票又被人民日报点赞了！
7 月 24 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

题为“点亮健康中国，体彩公益金助力
全民健身”的稿件。要知道，这是继

“发现身边的公益”优秀公益金项目宣
传报道活动被新华社体育部点赞，继

《不忘初心责任为先体彩为战“疫”助
力为中国加油》稿件被《人民政协报》
点赞，继《体育彩票，不止助力体育》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公益海报被人民
日报点赞之后，中国体育彩票再一次
被权威媒体称赞。

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体彩
接二连三被点赞，一不小心成为了媒
体眼中的“三好生”。体彩，确实有点
真本事，真能耐，真风采！

那么，这一次，体育彩票又一次被
人民日报新媒体点赞，又是因为什么
事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一次，原来是因为它
经过了解，我们发现，人民日报这一

次对体彩竖起大拇指，是因为体彩最近
推出了一个叫“点亮健康中国”的活动。

当前，“全民健身”燃爆全国，成为大
众最爱。“走走走，运动打卡去！”

在今年 8 月 8 日第 12 个“全民健身
日”到来之前，中国体育彩票提前发力，
充分发挥公益属性，进一步将体彩与全
民健康深度融合，依托体彩实体店以及
体彩公益金资助的指定健身路径、运动
场馆等，在全国各地发起“点亮健康中
国”互动活动，再次掀起一场全民健身
热潮。

办了这样的好事，谁不称赞呢？
眼下，在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花

式健身”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在
体育彩票开展的“点亮健康中国”活动
中，不论在哪里，这一拨人还没散尽另一
拨人又围了上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
活”。一个个大显身手，浑身散发出蓬勃
的朝气。喝彩声、称赞声连连不断——

“活动实实在在为全国人民送来了
欢乐和健康，既锻炼了身体，又能为点亮
城市出一份力。现在拍照打卡都成了生
活习惯，为健康添彩、为公益助力，我们
风雨无阻！”

“有趣有料”为健康加码
慢跑、跳绳、踢毽子，颠球、瑜伽、掷

飞镖⋯⋯各式各样有趣好玩的运动，任
你挑、任你选，欢呼声、呐喊声、助威声此
起彼伏。这，就是全国各地的体彩“点亮
健康中国”活动中的常见一景。

如今，买体彩、做运动、打卡运动照
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新气象。各地人民
不断在活动中一边刮取好礼、遇见惊喜，
一边运动打卡为健康加码，还可为点亮
所在城市助力——届时，被点亮的健康
中国地图将以一张手绘地图形式呈现，
彰显出每个城市独有的文化魅力和个性
色彩。

目前，这个活动正在“有趣”“有料”
中不断为健康加码，渐入佳境，人气与日
俱增，好评不断传来。

“点亮健康中国”活动将持续至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当天，目前已经进入
第二阶段。相较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活动打卡范围已由体彩实体店的“运动
角”延伸至体彩公益金资助的指定健身
路径、运动场馆。参与者可通过登录“中
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点亮健康中
国”活动页面，上传运动照片即可为所在
城市积攒“热力值”，为点亮所在城市奉
献一份力量，同时获得赢取体彩丰厚奖

品的机会。

“互动话题”引高度关注
7 月 17 日，中国体育彩票联合人民

日报新媒体在微博和抖音平台上发起健
康中国合伙人话题互动，倡议用户上传
运动视频、照片，加入“健康中国合伙人”
队伍，助力点亮健康中国。

一时间，该话题互动引来了网友高
度关注与热情参与。仅上线 3 小时，话
题阅读量破亿，用户参与话题讨论超 4
万人次。可以说，这一轮由体彩带节奏
的全民健身热潮在你追我赶中，人气越
来越旺。

为健康行动，为健康助力，点亮你我
的城市，点亮健康中国，服务健康中国战
略，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作为国家公
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一直在为全民健
身事业贡献着重要力量，积极响应健康
中国战略。此次“点亮健康中国”活动，
更是体彩倡导全民健身、助力健康中国
的一次生动实践。

接下来，中国体育彩票将进一步支
持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让健康中国
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为全社会“燃动活
力”加油助威，为全中国“向上向善”增光
添彩！

周伊

《人民日报》点赞体彩！为何？
本周，江苏

彩 市 迎 来 两 款
古 色 古 香 的 体
彩即开票，一款
是票面 10 元的

“幸运时辰”，该
票 最 高 奖 达 25
万元；另一款是
票面 2 元的“三
叠 字 ”，该 票 最
高 奖 为 3 万
元 。 欢 迎 大 家
前 往 身 边 的 体
彩网点尝鲜。

“幸运时辰”充满历史
文化的厚重感

“幸运时辰”是一款幸运祝福
类即开票，每张 10 元，共有 12 次
中奖机会，最高奖金为 25 万元。

“幸运时辰”采用了古色古香的设
计风格，票面以古代计时器日晷为
主形象，背景采用“唐三彩”的三种
颜色对古建筑及山河进行渲染，游
戏符号采用了古代的计时单位“十
二时辰”，提升了票面的文化厚重
感和历史沧桑感，整体画面恢弘大
气，古韵十足。该票游戏规则为：
刮开覆盖膜，在任意一场游戏中，
如果出现两个相同的时辰，即中得
该场游戏区内所示的奖金金额。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三叠字”展现中国文
化类汉字魅力

“三叠字”每张 2 元，共有 2 次
中奖机会，最高奖金为 3 万元。该
票主题为中国文化类汉字系列，共
五张票面。票面主形象是金、木、
水、火、土五行的三叠汉字鑫、森、
淼、焱、垚，同时用拼音诠释汉字读
音，用注释解释汉字寓意，集知识性
和娱乐性为一体。玩法采用金额三
同玩法，三叠文字形式搭配三同玩
法，主题票面与玩法相匹配，简单好
玩。即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三个
相同的金额标志，即中得该单一金
额。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购体彩即开票完成随
手公益

每一张体彩即开票的背面，都有
一个固定区域，在一颗爱心上印有：感
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元。这些公
益金和体彩其它游戏筹集的公益金一
起，广泛用于体育事业和民生领域，如
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
国社保基金、医疗救助、教育助学、法
律援助等，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购买体彩即开票以及其它体彩游
戏，也成为大众参与公益、奉献爱心的
一个便利渠道。

顶呱刮新票“幸运时辰”、
“三叠字”本周在江苏上市

前几天，有人在朋友圈发了一
张四个美国人的合影图片，图片下
方配有中文，标题是“一诺千金的契
约精神”。

说的是这么一件事。美国威斯康
辛州的库克和费尼是一对好友。二人
20 年前口头约定，各自购买彩票，无
论谁中了大奖，都要与对方平分奖
金。2020年6月，库克真的中了2200
万美元大奖，于是立刻通知朋友前来

“分钱”。
就是这么一个图文，引来无数人

点赞扬和感叹。在照片中，库克与费
尼两家人在大奖票证面前合影留念，
其乐融融。这张拍自大洋彼岸的照
片，不知温暖了多少人！

而事实上，一诺千金的契约精神，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并没有什么不
同。

契约精神，其实就是中国体育彩
票一直弘扬的“体彩精神”中的诚信品

质。这种精神，是“内不欺己，外不欺
人”，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是“精诚
所至，金石为开”。以诚信品质为内核的
契约精神，从个人约会守时，到社会规则
践行，乃至政府取信于民，它无所不在。

在“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
精神中，诚信的释义为——诚信是体彩
精神的灵魂。公信力是体育彩票的生存
之本，公开、公平、公正的发行原则和诚信
为本的理念贯穿体育彩票事业发展的全
过程。全国体彩人牢记使命、恪守诚信，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体彩人的诚信本质。

全国统一发行26年来，体彩行业的

诚信事迹层出不穷，诚信品质、契约精神
正在被锻造成为体彩品牌中的一张闪光
名片。

在体彩行业，一线销售工作者通过
诚信经营为体彩店“加分”、赢得购彩者
信赖的事例，一直都在上演。在这些生
动事例中，有人将大奖彩票完璧归赵，
有人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还主人，更多
的体彩销售者则是诚于职责，信于操
守，守法合规，理性售彩，以多种方式维
护着购彩者的权益，为体彩事业发展夯
实着根基。

在诚信体彩销售队伍中，更有佼佼

者赢得了无上荣光，为全社会树立了学
习的榜样。这其中的一个典范是，诚信
归还购彩者500万元中奖彩票的浙江丽
水体彩代销者李菊妹，全家被评为“全国
文明家庭”，本人荣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习近
平总书记的接见。

“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从古
至今，诚信不分国界，在中美、乃至世界
各国都没有什么不同。“诚者自成也，而
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这样的中国古训，
放之四海而皆准。 戴新

彩市新语

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

以捏、搓、揉、掀等手法塑型，以刀
针切、刻、划、点等细工塑造，各种活灵
活现的面塑造型，惟妙惟肖，既是观赏
物，也可作玩具。这些面塑，均出自金
坛面塑第五代非遗传承人潘俊芳之
手。

如今，潘俊芳又在家创作一套由
全福全寿、八仙过海等38个堆花团子
组成的“面塑群”，将于今年 9 月在武
进区湟里镇美丽乡村展馆展出。

起步，学做堆花团子
在家排行老大的潘俊芳，从小就

是父母的得力助手。父亲潘耀兴是小
学老师，但业余时间跟着祖辈们做堆
花团子。在农村，结婚、造房、老人做寿
都喜欢用堆花团子，这一习俗传承至
今。

从小对美术感兴趣的潘俊芳，帮大
人做起堆花团子来，非但不觉得累和
苦，更激发起她的兴趣与爱好。潘俊芳
自我评价说：“父辈们把做堆花团子当
作一份工作，做得比较粗犷；而我把它
当作一份事业与传承，在粗犷中求创
新，细中带雅。”

刚“上手”时，潘俊芳也曾遭人奚
落。但她从不气馁，在祖辈技艺的基础
上，通过互联网开展面塑技艺学习，以
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塑造出一个个独
特的造型。潘俊芳告诉记者，祖传面塑
技艺只用一根长针，不宜刻画造型细

节，而她研制了长短、粗细等一套工具，
使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且传神。“现在，
大多面塑作品都当工艺品来展示，纯米
粉面塑容易发生霉变和干裂现象，我对
其配料上进行了改进，以米粉、小麦粉、
食用颜料、蜂蜜、甘油、明矾、防腐剂、润
滑剂等原料按比例配制，再用玻璃罩进
行密封，这样的作品可长久保存。”潘俊
芳说。

辞职，专注面塑
1989 年高中毕业，潘俊芳便做起了

代课老师。按时上下班的工作节奏，虽很
舒心，但留给她创作面塑的时间却很少，

为了传承，毅然选择辞职。
静下心来，专注面塑，把它当作一

份事业来做，绝非易事。因面塑这行当，
没有文献资料可参考，潘俊芳就去服装
厂学习衣服裁剪，并自费学习美术课
程，如人体比例、色彩搭配等知识，一
心扑在面塑技艺改进上。除祖传的牛
角针，她还用木头、竹子打磨，制作了
小竹刀、小压棍⋯⋯就这样，经过5年多
时间的反复试验与磨练，潘俊芳的面塑
技艺渐入佳境。“琢磨的功夫挺累人，有
时想想都要哭的。”潘俊芳这样描述那几
年的生活。

潘俊芳拿着面塑说，最大的困难是

人物颈部处理，稍有不慎，颈部就会突然
断裂。“每捏一个，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有过苦恼和迷茫，但始终没有放弃。”潘
俊芳说，经过 2 年多时间的反复练习与
钻研，并通过互联网与全国各地面塑艺
人的切磋交流，不仅技艺有了突飞猛进，
创作题材也从神仙八怪、戏剧人物到花
鸟虫鱼、瓜果植物等，作品精美绝伦，令
人叹为观止。目前，潘俊芳已创作了800
多件面塑优秀作品，被誉为面塑“达人”。
2010 年 6 月，以潘俊芳为代表人物的金
坛面塑被确定为常州市第三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其面塑作品《金陵十二
钗》获第三届东方工艺美术之都博览会
银奖，《十二生肖》获中国旅游商品入围
奖等；去年 10 月，受邀参加第二十四届
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参加江苏省
首届乡土人才传统技艺技能大赛，潘俊
芳被评为“工艺美术师”。

传承，让面塑走进学校
30 余年面塑技艺探索之路，艰辛而

执着。潘俊芳想，虽为自己家的祖传技
艺，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瑰宝，应该让更多的孩子传承
下去。

于是，潘俊芳先后走进儒林五叶中心
小学、金坛金沙高级中学、常州三井实验
小学等，免费为孩子们传授面塑技艺。目
前，潘俊芳在13所学校开设了校本课、社
团课，培训辅导学生每年达1000多人次。
去年4月，潘俊芳被评为“金坛工匠”。

如今，潘俊芳还积极参加各类公益
活动，展示面塑技艺和优秀非物质文化
遗产，让更多人了解面塑，喜爱面塑。

市总宣 秋冰/文 王锐/摄

面塑“达人”潘俊芳 本报讯 在位于孟河镇的新北
农业现代产业园区，有一大片郁郁
葱葱的稻田里，“长”出了一幅幅生
动的 3D 立体画。7 月 21 日，这片在
122 省道以北、新孟西路以西，总面
积达 10 万平方米的稻田艺术景观
正式向市民免费开放。

稻田艺术是近年风靡全球的新
型大地艺术景观，既具有经济价值，
又可以产生较高的旅游价值。这种
别具特色的创意休闲农业，是近年
新北区孟河镇重点培育发展的农业
新业态之一。该镇将传统农业与现
代艺术相融合，大力发展休闲观光
农业旅游，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升
级，一方面展示孟河特色文化，同时
也为常州农业打造新名片。

新北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工作人
员朱志文介绍，今年的3D稻田艺术
以党建等红色教育内容为主题，总
面积10万平方米的稻田分成4个区
域，通过在绿色水稻中种植紫、黄、
白、红4种颜色的彩色水稻，绘制了
4幅3D图案。其中，最夺目的一幅画

作是“常州三杰”，栩栩如生地再现了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三位中国共产
党早期领导人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的
共产党人风采。此外三个区域，分别绘
制了“学习强国”、“常州精神”和孟河
LOGO三幅3D作品。

朱志文说，为了实现稻田里“长”
画，技术人员首先根据画面设计图，通
过北斗定位在稻田插竹片标注定位，用
绳子与定位的竹片一起勾勒出图案轮
廓，然后按色彩要求在轮廓中人工种植
各种彩色水稻，形成3D图案；作为背景
的绿色水稻，选用的是本地的优质稻米
品种，并且是使用现代农机种植。

今年由于整个梅雨期的拉长，造
成了前期气温低、光照不足，导致水稻
生长积温比较低，所以现在水稻分叶
较少。近期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为了确
保稻田 3D 画的效果，正忙着查看水
稻长势，并制订病虫害防治计划。

据悉，新北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
稻田艺术景观一直可持续到 10 月份
水稻收割。

（周瑾亮 蒋雯 孟轩 胡平）

孟河稻田艺术景观免费开放

身边的
工匠

（上接A1版）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军地座谈会

上，周昌明对王国平甘于奉献、坚守
岗位给予充分肯定。他说，王国平
不畏艰苦，坚守在舰艇的狭小密闭
机舱，与寂寞为伍、与油污相伴、与
噪音对话，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生
理极限，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着全艇
的“心脏”，靠勤奋和技艺成为舰艇
修理的“活字典”，跟随舰艇驻海、守
海、护海，战风斗浪在巡航保卫、缉
私缉毒的最前沿，用忠诚和担当履
行着海上维权执法使命。他希望王

国平再接再厉，继续发扬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再立新功。

据了解，我市根据全国双拥办要
求，近期组织开展“情系边海防官兵”
拥军优属活动，对我市辖区内全部边
海防现役官兵家庭开展“走访慰问送
关怀、爱老助老送健康、家属就业送帮
扶、子女教育送关爱、保障权益送温
暖、尊崇功臣送喜报”等“六送”活动，
为边海防官兵家庭办实事解难题，大
力营造子弟兵戍边献忠诚、全社会拥
军做后盾的浓厚氛围。

（刘一珉 蒋玉兵 王欣冉）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常州
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
院、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上
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http://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不动产于2020年9月2日10时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湖塘镇城中花苑5幢丁单
元4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3.03㎡）

（2）常州市永安花苑87幢甲单元3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3.48㎡）

（3）常州市美兰花园35幢102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489.09㎡）

（4）常州市御水华庭 16 幢甲单元

23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08.67㎡）
（5）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新乐路72

号不动产（建筑面积193.20㎡）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其中动产于2020年8月19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
年9月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展开竞价：

（1）大众汽车牌小型越野客车一辆
（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2）常州新北区太湖明珠苑21幢甲
单元2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39.15㎡）

（3）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花东五村
550幢不动产（建筑面积11052.80㎡）

（4）新北区河海蓝枪鱼西餐厅名下的
一批机器设备（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5）常州新北中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普通股800万股（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不动产于2020年8月31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钟楼区百大康桥花园11
幢甲单元 18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118.79㎡）

（2）常州市金坛区滨河星城地下车库
存（位）a44号不动产（建筑面积：31.21㎡）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不动产于2020年8月30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金坛区金谷华城金禧园16幢
乙单元901室（含室内装潢）不动产（建筑面
积：182.89㎡、其中阁楼面积57.95㎡）

（2）常州市金坛区东环二路45-403
室（含室内装潢）不动产（建筑面积：

85.3㎡）
（3）常州市新北区绿郡花园1幢甲单

元1502室不动产及该不动产内的装修等
附属设施（建筑面积：133.89㎡）

（4）常州市天宁区元丰苑4幢乙单元
502室不动产及该不动产内的装修等附属
设施（建筑面积：143.24㎡）

（5）常州市金坛区北戴庄237号不动
产及该不动产内的装修等附属设施（建筑
面积：129.74㎡）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
拍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
网（网址：http://sf.taobao.com）和人民
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
gov.cn）上查询。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2020年7月30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根据市政务服务的有关要求，

自2020年8月3日起，常州市司法

局行政服务处的行政许可业务调整

至常州市政务服务中心(锦绣路2号)

1-1号楼3楼A31司法局综合业务

窗 口 集 中 办 理 ，联 系 电 话

86636821。

常州市司法局

2020年7月30日

商铺招租
局前街鹤苑新都（市第一人民医

院）对面，有100—300平方米店铺多

间可出租。

另外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常州

报业传媒大厦A座尚有少量办公用房

可以出租（精装、毛坯均有）。

有承租意向的单位或者个人，可

联系。

联系人：陈先生13775012012

黄先生13584547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