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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醉里吴音相媚好——聆赏丝弦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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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文化100讲座：《舞出中国风》舞蹈专题讲座（主讲人：黄豆豆，国家一级
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常州人的重阳习俗”——常州著作馆情境朗诵会
“如何讲好一本书”线上直播分享会
秋白读书会“悦读经典”阅读分享系列活动
文化 100 讲座：“赏传统雅韵，品锡剧魅力”专题讲座（主讲人：周东亮，
著名锡剧表扬艺术家）
十一月主题书籍推荐活动——“冬季养生”系列
文化 100 讲座：消失的声音（主讲人：冯满天，中国著名音乐人、中阮大
师、国家一级演员）
共青团员青年感恩主题读书实践活动

“如何给孩子讲好故事”线上直播分享会

项目名称

“梨园芬芳”——梨园小舞台特色团队大家唱（玉海越剧团、老战士艺
术团、文化馆沪剧团、芬芳越剧团、文化馆京剧团）

“吴音雅韵”——长篇评弹《孽缘奇恩》（共15场）
“邹区大舞台”安基系列活动(共3场）

“文化助推经济，科技携手诗词”创作交流活动

“乐响阳湖，圆梦小康”——武进区民族器乐新秀大赛
“溧阳撤县设市”30周年戏曲演出专场
摄影专题讲座——《剪映手机视频的后期制作》《这些照片怎么来的》

“月满中秋同欢乐，共度佳节话团圆”迎中秋主题活动
天宁区中秋文艺晚会
溧阳市第二届青少年艺术节闭幕式
西林街道第21届文化艺术节
张士斌、石午忠谜作展

“迎国庆，度中秋”红色文化文艺汇演暨中秋诗会
武进区第八届市民艺术节系列活动：“梨园争春”戏曲展演、“礼赞小
康”朗诵比赛、“唱响新时代，追梦小康路”K歌大赛、“丹青绘时代，翰墨
颂祖国”青少年书画精品网络展

“品味中秋”非遗传承活动
常州市属文艺院团演出季（常州市歌舞剧院专场文艺汇演，共5场）

2020年溧阳撤县设市30周年广场舞大赛

“文明之光”丁堰街道文保点系列宣传推广活动
2020年经开区邻里文化艺术节

“情暖家园，共筑未来”群众文化艺术节之优秀电影展播
“童画小康·共筑家园”常州市第五届少儿网络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巡展
（抗疫主题、文明礼仪美好家园主题）
“幸福钟楼”百场文化巡演
金坛区体育舞蹈大赛

“欢乐金沙大舞台”系列活动
“霓裳羽衣贺中秋，清歌雅诵赞国庆”——常州吟诵诗会
2020年孟河镇“书香廉韵，清风孟河”书画展

“为爱发声，舞动龙城”青少年文艺汇演
“创意美绘”——走进特色田园乡村活动
常州市古筝学会青年教师古筝专场音乐会

“吴音雅韵”——长篇评弹《宁波大亨虞洽卿》（共15场）
“水运江苏”——大运河沿岸艺术摄影展
“匠芯乐舞”——第六届“艺魅”专场汇演
重阳节诗歌朗诵会

“群英汇”——优秀文艺团队展演（飞影艺术团、青松艺术团、天禄艺术
团、永芳艺术团、劲松京剧团、艺术交流协会青少年艺术团、南大街艺
术团、华音长青艺术团、文化馆沪剧团、芬芳越剧团、玉海越苑、红舞星
艺术团、芝兰越剧团等）

《走进古典音乐》公益讲座
“金秋好风光”常州市曲艺团精品展演
中篇弹词《大律师史良》展演

“大运河文化之城市印记，画意运河”——名家书画活动
“邂逅”——沉浸式街区演出
廉洁文化主题书画、刻纸作品巡展活动

“声动琴韵”手风琴艺术汇演
新北区戏曲进校园专场演出活动

“美在溧阳”优秀书画作品展
“华罗庚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
“乡愁”吟诵诗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优秀学员汇报展演

主办单位

常州大剧院

常州市图书馆
常州市图书馆
常州市图书馆

常州大剧院

天宁区图书馆

常州大剧院

常州市图书馆
常州市图书馆

承办单位

常州市文化馆

常州市文化馆、常州市曲艺团
邹区镇文体站、安基村村委

常州市诗词协会

武进区文联、武进区团区委、武进区电视台
溧阳市戏剧家协会

新北区文联、新北区摄影协会
溧阳市文化馆

天宁经济开发区
溧阳市舞蹈家协会、常州市青少年艺术协会

西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兰陵街道办事处

武进区文化馆

金坛区非遗保护中心
常州市歌舞剧院

溧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溧阳市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天目湖生命
康原建设指挥部、溧阳市体育总会

丁堰街道办事处
经开区社会事业局
三井街道文体站

常州市文化馆

钟楼区文体旅局、钟楼区文化馆
金坛区文化馆
金坛区文化馆
常州市文化馆

孟河镇社会管理与社会事业局
常州市青少年艺术协会、常州智多星艺术培训中心

溧阳市文化馆
常州市音乐家协会

常州市文化馆、常州市曲艺团
常州市文化馆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常州市吟诵艺术协会

常州市文化馆

常州市音乐家协会
常州市曲艺团
常州市曲艺团
钟楼区文化馆

钟楼区文体旅局、钟楼区文化馆、五星街道办事处
新北区文体旅游管理服务中心

常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常州市音乐家协会手风琴学会
新北区文联、新北区戏剧曲艺协会

溧阳市文化馆
金坛区委、金坛区政府
常州市吟诵艺术协会
常州市音乐家协会

时间

10月7日

10月25日
10月下旬

10月

10月-11月

11月2日-11月30日

11月22日

11月26日
11月下旬

时间

9月15日至11月30日每周一至周五13:
30

9月16日-9月30日每天14:00
9月中旬

9月中旬

9月中旬
9月20日

9月21日、9月23日
9月30日
9月30日
9月30日
9月下旬
9月下旬
9月底

9月

9月
9月-10月底

9月-10月

9月-11月
9月-11月
9月-11月

9月-11月

9月-11月
9月-11月
9月-11月

10月1日14:00
10月1日-10月10日

10月2日
10月5日

10月8日14:00
10月9日-10月23日每天14:00

10月上旬
10月21日
10月23日

10月24日-10月30日、11月3日、11月
13日-11月20日13:30

10月25日15:00
10月27日14:00

10月下旬
10月
10月

10月-11月
11月1日
11月6日
11月10日
11月12日
11月20日

11月28日15:00

地点

详见“常州文旅云”活动预约通知

常州市图书馆新馆
常州市图书馆九楼演播厅

常州市图书馆新馆

详见“常州文旅云”活动预约通知

天宁区图书馆

详见“常州文旅云”活动预约通知

常州市图书馆新馆
常州市图书馆九楼演播厅

地点

常州市文化馆406梨园小舞台

常州市文化馆六楼惠民剧场
安基村

常州钟楼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大楼S601号(钟楼经济开发区玉龙南路
213号)

武进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
溧阳埭头后六村委
新桥街道文体站
溧阳市文化馆

二十四中青龙分校礼堂
溧阳万达广场

西林公园
常州市文艺家之家三楼展厅

弘阳广场

武进区文化馆百相阁

金坛区吾悦广场
迪诺水镇天天乐舞台、运河5号、江南环球港

溧阳市人民广场

丁堰街道
爱琴海购物公园·奥特莱斯

新北区部分社区

全市部分小学（详见常州市文化馆公众号通知）

钟楼区各街道、社区文化广场
金坛区金沙广场
金坛区金沙广场

常州市文化馆六楼惠民剧场
孟河镇政府、孟河镇部分事业单位

恐龙谷大剧场
溧阳市上黄镇南山后村

常州凤凰谷大剧院小剧场
常州市文化馆六楼惠民剧场

见“常州市文化馆”官方微信号通知
钟楼区邹区镇殷村大舞台

青龙实验中学

常州市文化馆六楼惠民剧场

常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小剧场
常州市文化艺术管理中心小剧场

常州史良法学院、部分社区等
钟楼区文化馆

三堡街区
三井实验小学、河海实验小学、新北实验中学、薛家实验学校等

常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奔牛高级中学

文化艺术中心展厅
金坛区华罗庚纪念广场

常州凤凰谷大剧院
常州凤凰谷大剧院小剧场

（上接B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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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9 月 9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
鲜国庆72周年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值此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我
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

民，向委员长同志并通过你，向朝鲜劳动
党、朝鲜政府、朝鲜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和良好的祝愿。

习近平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成立 72 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
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近年
来，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彻

新战略路线，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积极推
进对外交往合作，取得重要成果。作为
友好邻邦，我们对此感到由衷高兴。

习近平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
两国、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我同
委员长同志多次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
共识，引领两党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双方相
互支持帮助，中朝友好进一步深化。我
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愿同委员长同
志一道，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
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祝朝鲜
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2周年
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南华
早报》日前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新
冠疫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加
速技术前沿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动
力，从直播销售到在线业务，以及将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制造业等多方
面，中国正助力世界前瞻数字化的
未来。

文章说，尽管疫情对中国经济
造成冲击，但封锁和隔离也令中国
科技前沿变革加速，线上业务蓬勃
发展，直播销售更成为替代传统“面
对面”交易的新途径。据行业研究
预测，中国直播销售平台今年将实
现约1300亿美元的零售额。

与此同时，疫情也促进了高科

技自动化在工业领域的运用。文章
说，作为中国工业枢纽之一，曾经是
疫情“震中”的武汉工业生产依靠高
精度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流程，克
服了疫情导致的劳动力紧缺等问
题。

文章指出，中国大力支持数字
技术变革并走在前列。中国致力于
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 5G
网络、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
智能等，涉及诸多产业链，以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

文章最后指出，疫情在导致全
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和经济衰退的
同时，也激发科学技术潜能，使其突
破应用障碍。

《南华早报》：

疫情为中国加速
技术前沿发展提供契机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9 日 电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华 春 莹 9 日 宣 布 ：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将 于 9 月 14 日
同 德 国 总 理 默 克 尔 、欧 洲 理 事

会 主 席 米 歇 尔 、欧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冯 德 莱 恩 共 同 举 行 中 德 欧 领
导 人 会 晤 。 会 晤 将 以 视 频 方 式
举行 。

习近平将同德国、欧盟
领导人共同举行会晤

据新华社旧金山 9 月 8 日电
（记者吴晓凌） 美国波音公司 8 日
说，该公司在盐湖城生产的 787 梦
想客机水平尾翼存在质量问题，可
能导致787梦想客机交付延迟。

波音公司说，今年 2 月份发现
787 梦想客机水平尾翼某些部件在
生产过程中受力过大，造成部件间
隙大于规定的千分之五英寸（0.127
毫米），可能导致水平尾翼过早老
化。

波音公司发言人杰西卡·科瓦

尔说，公司正着手在尚未交付的飞
机上解决该问题，包括测量并在需
要时填充部件间隙等。

科瓦尔说，在已交付的 982 架
787 梦想客机中，据信共有 893 架
受到该质量问题影响。公司正就如
何对已交付飞机采取补救措施进行
评估。

此前，波音公司还发现在南卡
罗来纳州工厂生产的787梦想客机
存在机身后部连接处内部蒙皮不够
光滑等问题。

已交付的982架中有893架受影响

波音787再现质量问题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9 月 9 日晚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
电话。

习近平强调，中沙建交 30 年来，两
国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稳步推进。当前，中沙关系已经步入快
速发展的成熟期，并面临新的发展机
遇。中方愿同沙方以两国建交 30 周年
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沙特“2030
愿景”对接，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促进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
展。中方愿同沙方一道努力，将中阿战
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习近平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沙方对中方抗疫给予了支持
和声援，中方也克服困难积极向沙方提
供物资援助。新冠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
敌人，各国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而胜
之。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中方将继
续全力支持沙方抗疫努力，开展疫苗研
发合作，助力沙方推进复工复产。

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沙方担任主
席国以来为促进二十国集团合作付出的
巨大努力，愿同沙方密切沟通协调，促进
二十国集团加强合作，推动疫苗成为全
球公共产品，争取让所有国家、所有人群
都能买得起、用得上疫苗。中方愿同包
括沙特在内的二十国集团成员加大对发
展中国家帮助，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
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便利人员有
序流动，引领数字经济合作，打造开放、
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环境。

萨勒曼表示，沙中两国关系发展良
好，两国人民友谊不断深化。沙方高度
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希望同中方加强抗疫合作，特别是疫苗
研发合作，推进“2030 愿景”同“一带一
路”倡议对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沙
方赞赏中方为沙特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
国开展工作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希望同
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推动二十国集
团加强团结合作，为世界各国克服疫情、
恢复经济增长和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9 月 9 日晚同乌拉圭总统拉卡列
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乌拉圭是最早向中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达声援和提供援助
的拉美国家之一。中方始终心系乌拉圭
人民抗疫斗争。中国中央政府、有关省
市、社会各界向乌方提供了抗疫物资援
助，并分享防控经验。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本着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走团结合作
之路。中方将继续同乌方开展抗疫合
作，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携
手早日战胜疫情，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乌拉圭是中国在拉美
地区值得信赖的好朋友，两国一贯相互
理解、相互支持。2016年中乌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以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将全面提高
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这将为包括乌拉圭在内的世
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和发展机会。中

方愿进口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乌拉圭优
质农牧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积极打造
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
欢迎乌方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双方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
作，夯实中乌友好民意基础。双方要以
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为契机，坚定支持国
际关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希望乌方
为推动中国同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合
作以及中拉关系发展和中拉整体合作发
挥积极作用。

拉卡列表示，我高度赞同习近平主
席对当前国际形势的重要论述和理念，
钦佩中国抗疫取得的伟大成就。当前形
势下，各国唯有保持开放，加强团结合
作，才能更好维护共同利益。乌中是好
伙伴，遥远的地理距离从来没有阻碍两
国友好关系发展。乌方希望充分发挥两
国经济互补性，深化乌中关系，加强两国
农产品、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领域合
作。乌方愿同中方一道，维护自由贸易，
推动南方共同市场同中方加强合作。

习近平分别同沙特国王、
乌拉圭总统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