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9日 星期四
总编办主办 编辑:车玉 姜小莉 组版:胡敏 校对:朱炜铭 张雯综合·体彩A4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下列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常州市新北区长兴好日子

家园10幢甲单元302室房地产（含室内固定
装饰装修）。起拍价：199.5万元。

二、拍卖时间:2020年12月23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举行第一次拍
卖活动;2021年1月17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活动。若首
次拍卖成交，将不再举行第二次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自即日起至开拍前
（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如需看样，请务必
于2020年12月16日前与本院电话联系安排
现场看样，逾期本院将不再组织现场看样。
咨询联系电话0511-86703039。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
taobao.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查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519/3）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中动产于2020年12月8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 12月
2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
告如下：

一、2020年12月8日10时至2020年12月9日10
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众泰牌JNJ6471Q1T小型普通客车1辆；
2、迈腾牌FV7207TDQG小型轿车1辆；
3、纳智捷牌DYM7182BAA5小型轿车1辆；
4、雪佛兰牌SGM7187MTA小型轿车1辆。
二、2020年12月22日10时至2020年12月23日

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常州市长宏公寓5幢戊单元1204室不动产（建筑

面积117.44㎡）；
2、常州市锦绣花园12幢 1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115.0㎡）；
3、常州市金水岸花园5幢甲单元2702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268.03㎡）；
4、常州市朝阳四村141幢丙单元601室不动产（建筑

面积67.82㎡）；
5、常州市湖塘镇景城名轩11幢1801室不动产（建筑

面积173.42㎡）；
6、常州市华润国际花园72幢2105室不动产（建筑面

积116.21㎡）；
7、常州市兰陵尚品花园22幢甲单元401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33.71㎡）；
8、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外滩壹号花园二区4幢乙单

元1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326.08㎡）；
9、常州市珠江花园商8号（4幢）不动产（建筑面积

123.20㎡）；
10、沭阳县东方明珠城24幢2单元404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148.31㎡）；
11、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渡春花园16幢7#8#门面房

（建筑面积172.7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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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联系电话：85579518，监督电话：85359689。
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为确保驾驶人自身驾驶安全及公共交通安全，根据《机动车驾

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7条第1款第5项、第6项之规定，决定注
销当事人的机动车驾驶许可。现公告送达《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
定书》，限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常州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中吴
大道1519号）领取《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正本），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送达之
日起60日内向常州市公安局或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在6个月内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姓名
王志鑫
王文财
伍建国
陶丽群
汤伟锋
谢凯

袁建忠

档案编号
320401977084
32040193401
320400109737
320400221447
320481282826
320400850098
320400253516

准驾车型
C1
C1
C1
C1
C1
C1E
C1

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编号
〔2020〕第D200624546327号
〔2020〕第D200714590339号
〔2020〕第D200717598377号
〔2020〕第D200717598374号
〔2020〕第D200717598372号
〔2020〕第D200717598371号
〔2020〕第D201015789538号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11月18日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机动车登记

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等相关规

定，公告一批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

证作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机动车驾

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七

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七条等相关

规定，公告一批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

机动车驾驶证作废、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

资格作废、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校车驾驶资格作废。具体信息详见常州

市公安局网站（gaj.changzhou.gov.cn）

平安资讯之公示公告栏目的2020年第十

九批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11月18日

2020年9月27日，本院根据刘开兵的申请，裁定受理常
州金林骨科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林骨科医院）破产清
算一案。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审理，并指定江苏常弘律师
事务所、苏亚金诚（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常州分所担
任金林骨科医院管理人。金林骨科医院的债权人应自2020
年12月18日前向金林骨科医院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常
弘律师事务所，地址：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安路29-8号，
联系人：高军荣，电话：1391500861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金林骨科医院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林骨科医
院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金林骨科医院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

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金林骨科医院管理人
进行清算，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1日下午2时30分在常州市
钟楼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0日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苏0404破10号

距离 2020 中国马拉松精英排
名赛开赛还有 3 天，自赛事筹备工
作重启以来，精英赛凭借国内最严
苛的报名门槛和最短的关门时间

（4 小时 30 分钟）、平坦易出成绩的
赛道设计和总共超过150万元的超
高奖金吸引着整个跑圈的目光。

随着报名工作和精英选手的邀
请工作顺利完成，来自全国各地的
参赛选手已经集结完毕，大量顶尖
水平的选手即将齐聚常州。

在目前确认参赛的精英选手
中，男子方面，中国马拉松历史第二
好成绩缔造者董国建（PB 2:08:
28）将直面陈华威（PB 2:17:00）、
关 思 杨（PB 2:15:22）、岑 万 江

（PB 2:15:59）、以及主场作战的程
乾育（PB 2:16:59）等一众好手的
挑战；女子方面，何引丽（PB 2:27:
35）、丁常琴（PB 2:26:15）、郑文
荣（PB 2:32:54）、杨花（PB 2:38:
15）和焦安静（PB 2:39:26）等人
也将迎来一场面对面的较量。11
月 22 日，2020 中国马拉松精英排
名赛的赛道上和终点线前必将有一
番激烈的龙争虎斗，颇有看头。

作为中国长跑的顶尖高手和老
大哥，来自云南的董国建曾多次跑
进2小时10分钟，并在2019年柏林
马拉松上创造了2:08:28的个人最
好成绩，同时这也是中国马拉松历
史第二好成绩。2020 中国马拉松
精英赛，33 岁的董国建将和身边年
轻的精英们一起，传递奔跑的力量。

何引丽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至今
已经有了长达15年的职业生涯，期间
囊获了数不清的冠军。与许多从专业
队退役的职业跑者不同，怀揣着奥运梦
的何引丽，在2019年重新注册，为东京
奥运会做准备，并在2019年重庆马拉
松跑出了2小时29分13秒的成绩，达
到了奥运会女子马拉松的资格线。今
年精英赛，蓄势待发的何引丽，将带着
中国女子马拉松的荣誉竞逐常州。

谁将拿走男女项目的冠军和丰厚
的奖金？谁将征服11月深秋的常州？
谁又将突破PB，创造奇迹？所有的谜
底和悬念，都将在11月22日揭晓。

2020 中国马拉松精英排名赛将
于11月22日7:30在我市东经120开
跑，届时将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
名精英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现高水平
的运动风采。作为全世界参赛水准要
求最高的马拉松赛事之一，2020中国
马拉松精英排名赛拥有全国最严苛的
4 小时 30 分钟关门时间，是全国马拉
松精英选手同场竞技的绝佳舞台，也
是常州市的首次全程马拉松赛事。

与此同时，2020中国马拉松精英
排名赛还加入了由中国田径协会和特
步共同发起的“国人竞速”激励计划，
该计划针对中国田协管理区域内的运
动员和赛事组委会，设置“国人竞速”
破纪录奖、突破奖、达标奖和赛会纪录
奖，总奖金超过 150 万元。本次赛事
将以“聚！为了中国速度”为口号，全
面提升竞赛环境，助力中国马拉松运
动员提升竞技水平。 袁帅 姜小莉

董国建何引丽领衔出战

中国马拉松精英排名赛
即将在常州巅峰对决

11 月 17 日，中国马拉松精英排
名赛组委会公布，特别邀请了2008年
北京残奥会冠军 T12 级马拉松世界
纪录保持者祁顺作为本届赛事的形象
大使，他先天性眼疾拥有无数荣誉，热
衷公益又乐善好施，祁顺始终拼尽全
力，诠释了“精英”的定义。

一

患有先天性无虹膜症的祁顺，在
1991 年的那个秋天，背着书包走进南
京盲校的时候，他不知道，人生会在这
里发生重要转变。

学习成绩好，爱劳动，听老师的
话，祁顺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好学
生”。但这个小胖墩也有自己的苦恼：
体育成绩总是不及格。

“祁顺啊，你说你学习成绩这么
好，体育老是不及格，我咋给你三好
生？”1997年春节前夕，班主任侯老师
的一句话，让祁顺记到现在，也让倔强

的他激发了体育锻炼的热情。
此后，祁顺每天到校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南京盲校80米长的操场上，跑上
50 圈。有时候也跟着班主任老师踢足
球、打篮球、打盲人门球。2000年，原本
跟着田径队跑着玩的祁顺，在一次1000
米测试中，居然跑出了 3 分 12 秒的成
绩。经过选拔，祁顺进入了江苏省残疾
人体育田径队，备战全国残运会，开始了
他的运动员生涯。

2001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初出茅庐
的祁顺竟一举拿下了1500米和5000米
冠军。2002年，祁顺又入选了国家队参
加世界残疾人田径锦标赛，获得了男子
接力比赛的亚军。

二

2004年，第十二届残奥会在雅典举
行 。 祁 顺 参 加 了 5000 米 、1500 米 、
10000 米项目的比赛。但结果却很受
伤：5000 米项目跑了个第十名，被冠军
套了一圈；1500米项目虽然创造了全国
纪录却在预选赛中就被淘汰；10000 米
项目则被国外运动员落了600米⋯⋯

祁顺有点懵圈：怎么会这样？他是
个爱动脑子的人，遇到问题就喜欢研究
个明白。

他发现，那时候他的马拉松就能跑
到 246、247，但残奥会冠军的马拉松成
绩只有 237 左右。“我练练跑到 240应该
问题不大，拿不到冠军弄个第三应该没
问题吧？”祁顺的发现，得到了汪成荣教
练的赞同。在教练的支持下，祁顺果断
地转型练马拉松。

经过刻苦训练，2007 年，在第七届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祁顺迎来了人生
中的首次马拉松比赛。在海拔 1900 米
的云南昆明，他以 2 小时 46 分 57 秒的
成绩获得冠军。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个
在同级别的世锦赛中排进前两名的成
绩。

但从昆明转入玉溪迎接 2008 北京
残奥会时，伤病，却让祁顺迎来了凶险的
时刻。

彼时，祁顺小腿胫骨前肌劳损，每跑
一步都钻心地疼。医生说，他只有两种
选择：停止训练能够使伤病好转，如果顶
住伤痛继续练，有可能出现导致残疾的
胫骨塌缩性骨折，运动生涯也有可能彻
底结束。

伤病面前，祁顺没有退缩。他每天
用弹力绷带将小腿缠紧继续练习，每周
的跑量达到220公里。

在最困难的时候，汪成荣教练鼓励
他：“就算走下来，也不能停！”

2008 年 9 月 17 日，北京残奥会上，
祁顺经过2小时30分32秒的奔跑，打破
世界纪录，获得了 T12 级别冠军，成为
中国奥运史上第一位马拉松冠军。

多年以后回顾当年的经历，祁顺说，
那个寒冷的冬天，虽然知道带着伤病训
练的凶险，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练了 8
年，这已经不是他一个人在努力。

三

2011 年全运会，祁顺夺得四枚金
牌。2015 年成都全运会获一金三铜，
2019 年全运会获一金一银一铜。参加
了五届全运会，在 10000 米这个项目
上，祁顺5次夺冠，从来没失过手。2015

年，祁顺获得了 2015CCTV 体坛风云人
物“残疾人体育精神奖”。

慢慢地，祁顺也开始参加大众型的
马拉松赛事，和更多的大众选手一起站
在马拉松的起跑线上。

2007年北京马拉松，祁顺因为没有
经验，做好热身等准备活动时，前排已经
站满了人。起跑后，视力只有 0.02 的祁
顺，在尽量维持较高配速、尽量保护好自
己和其他跑者的同时，不得不“拨”开人
群，向前冲。那年的北马，祁顺跑了个 2
小时45分。目前，祁顺大众型马拉松赛
事的最好成绩是2小时38分4秒。

在马拉松的赛道上，面对众多的选
手，祁顺需克服着一个个“近在眼前”的
困难。

进入补给站取水时，因为视力问题，
祁顺很难在高配速的同时顺利地取水。
要么拿不到，拿到了，也可能把杯子碰得
只有一顶点儿水。因为无法提前预判赛
道转向，祁顺很难提前跑切线。如果幸
运地遇到个差不多配速的，看到别人切，
他才跟在后面切⋯⋯

“我希望通过我的故事，能够激励更
多的残疾人走出自卑，走出家门，参加体
育锻炼，和更多的人交朋友，从而真正找
到人生的自我价值。”

在奥运会的赛道上，祁顺是冠军。
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普通一人。他
也参加本地跑团的活动，也热心地向身
边的跑友分享自己对跑步的理解和训练
心得。

比如，对于马拉松，要有敬畏之心。
特别是业余爱好者不要冒进，不能盲目
把训练量加得很大，要循序渐进地加量

加强度。
比如，如果想破三、想提高成绩，间

歇跑等速度训练很有必要。在进行间
歇训练的时候，要尽量做到一个比一个
快。如果设定的训练计划是跑 8 个
1000米，设定的配速是4分钟一个，间
歇3分钟，那就从4分的配速开始跑，逐
渐提高到3分57秒或3分56秒。

比如，步幅不是跨出去的，是蹬出
去的。大腿的力量主动下压蹬出去，比
使劲往前拉胯关节，要省力得多⋯⋯

祁顺希望，能尽己所能去帮助更
多的人。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让更多
的跑步爱好者和残障人士走出家门，
走上运动场，享受运动的快乐与激情。

什么是精英？“精英不仅是速度的
标签，还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无论顺风
还是逆境都会昂扬向上。精英不是一
个圈子，而是一个阶梯，只要努力，我
们都可以一路向上。”祁顺说。

史瑞克 姜小莉

中国马拉松精英排名赛形象大使祁顺：

心中有光亮，脚下有梦想

薛珺
市财政局副处长。
2012 年取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资

格证后，开始帮助求助者解决心理方
面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薛珺主动加
入天宁区志愿者服务群，为居家隔离
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在常州火车
站，薛珺对想要卧轨自杀的少女进行
心理开导，避免了悲剧的发生，随后又
通过陪伴和沟通让 2 名少女放弃轻生
的念头。今年高考后，薛珺先后为数
名落榜考生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
走出考试失利的阴影。近期，薛珺又
加入了“天宁蓝天应急救援队”，定期
为队伍成员开展心理咨询技能培训。

陈凯
常州润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

理、常州市武进区同心助残驿站理事长。
陈凯带领团队确立了同心助残驿

站结对户精准帮扶的模式，通过组建
帮扶小组，为武进区贫困残疾人及其
家庭成员提供物质帮助和心理关怀服
务。2018 年，驿站将帮扶对象延伸至
30 家重度残疾人群体中，为有康复需

求的重度残疾人提供护理、康复训练和
指导服务。同时，驿站与武进中医院和
武进医院康复科合作，每月两次由康复
专业的医护志愿者为重度残疾人提供上
门服务。6年来，驿站的结对贫困残疾人
户数已达101户，占据了武进区残疾困难
家庭总数的60%左右。

蒋明峰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

司员工。
蒋明峰是一名退役伤残军人。2000

年退役回常，家里的服装厂已经负债200
多万元。所幸，通过一家人的努力，服装
厂渐渐有了起色。刚有余力的蒋明峰就
开始进行一些残疾人慈善捐助活动。

2017 年，蒋明峰腾出 200 平方米的
厂房改造成遥观镇德邻残疾人之家，帮
助 20 多名残疾人就业。他还经常参加
市级公益助残活动，联合爱心企业为困
难残疾人家庭捐款捐物。每年他都会带
着残疾人之家的成员出门旅游，帮助他
们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邵启林
退休人员。
邵启林是一位有着 45 年党龄的老

党员。十多年来，他坚持在天皇堂弄社
区开展志愿服务。城中村地势低洼需要
改造，他一次次向上级送达意见；楼外墙
需要粉刷，他动员有关部门粉刷老小区

楼外墙，改善居住环境；他关心社区大事
小事，为社区公益服务基地无偿值班，接
待居民群众。从 2007 年加入志愿者总
会至今，小到邻里纠纷、居民生活设施修
缮，大到社区房屋改造，邵启林都在全心
全意为民解难题、做实事。

颜乐
常州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驾驶

员。
今年 6 月 27 日 18 时许，颜乐驾驶 2

路公交车由大学城开往客运公交中心
站，行车途中发现车内一名男乘客对同
车的一名女乘客有猥亵行为，颜乐立即
停车对该男子进行及时控制，保护了女
乘客。颜乐不畏男子威胁，也不为男子
下跪求饶所动容，将该男子移交给派出
所民警。经警方调查，该案件已被立为
治安案件，该名男子也已被拘留。

戴军波
个体运输经营户。
今年 8 月 10 日下午，戴军波路过溧

阳城中河时听到呼救声，发现两名男子
在河中挣扎，其中一位落水者的头部几
乎完全没入水中。千钧一发之际，戴军
波拿起路边群众提供的光缆线跳入河
中，迅速向两名落水者游过去，他先将一
根光缆线给其中一名落水者，又去救另
一名已经沉入水中的落水者。最终，两
名男子被拖到了岸边，经急救医生抢救，

两人都脱离了生命危险，戴军波稍作休
息后便离开了现场。

赵安祝、范东尧
常州常城公司售后维修技师；常州宝

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维修技师。
今年3月23日早晨8时许，赵安祝与

范东尧在上班的途中，听到河中传来微弱
的呼救声，赶忙冲向河边，只见2名孩童在
河中拼命挣扎。两人一边报警一边飞身
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为了争取更多
时间，两人甚至不敢浮出水面多呼吸几
秒，最终奋力将落水儿童抱上了岸。由于
溺水时间过长，落水儿童已经失去意识，
二人马上帮助其排出了腹中积水。救护
车赶到后，二人又帮着医护人员把孩子小
心地抱上车，直到救护车走远，才缓过神
来发现自己已经冻得快失去了知觉。

陈国祥
金坛区税务局金坛经济开发区税务

分局科员。
陈国祥妻子的舅父、舅母膝下无子，

视外甥女夫妇为自己的亲生儿女。婚后
不久，舅父中风，需要专人照顾，陈国祥随
即向部队提出转业申请。回到常州后，陈
国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每天坚持去
医院照顾和护理舅父。2016年，87岁的舅
母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陈国祥先后
拿出12万元用于照顾和赡养老人。“无论
条件多么艰苦，我们都要为舅父舅母尽

孝，让他们过上有儿有女的生活。”这是结
婚时陈国祥夫妇的承诺。30年过去了，他
们兑现了承诺、做到了最好。

白文伟
常州卢记聚德园饭店总经理、兰陵

街道妇联执委。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进入餐饮行业

以来，白文伟一直把顾客的需求放在第
一位。在白文伟诚信经营、精益求精的
要求下，饭店经营蒸蒸日上，赢得了客户
的信任和赞赏，多次被评为“常州放心餐
饮示范单位”。

疫情防控期间，饭店停工不停产，免
费为常州三院医护人员送去爱心糕点、
青团共计 100 余份。饭店还每天精心准
备菜肴，注重荤素搭配，免费为兰陵街道
集中医学观察点所有工作人员提供爱心
快餐共计600余份。

蒋晓美
武进区机关幼儿园教育集团总园

长、党支部书记。
蒋晓美凭着对幼儿教育的热爱，以

及无私无畏、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干劲，扎
根幼教 30 年。特别是近十年来，武机幼
事业规模不断扩大，蒋晓美每天工作超
过 12 个小时，全年无休，但她毫无怨言，
不断加强改革创新，从管理运作、课程实
施、队伍建设、服务保障等方面入手，不
断出新招、实招，最大限度放大优质教育

资源，推动所有园区高位、均衡、优质发
展，让机幼教育朝向儿童、朝向未来。

黄海燕
亚东（常州）科技有限公司的打样员。
初入行时，缤纷的颜色让黄海燕眼

花缭乱，她常常需要精益求精地尝试几
十次才能调出相同的颜色。在调色中，
她逐渐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每成功调
配一种颜色，她就会把配方记录下来，并
整理成册，如今她的笔记本已经堆满书
柜。慢慢地，配方中即使只有 0.1%的细
微变化，黄海燕也能做到心中有数。

2019 年，黄海燕代表江苏省参加长
三角地区民营企业劳动竞赛现场交流
会，在印染打样项目比赛中，仅试了两次
就把颜色完美“复制”出来，一举夺冠。

普秋红
毛场村沙涨村村民。
2000年，普秋红与丈夫离婚后带着女

儿回到了娘家，父亲年迈、无固定收入，母
亲重病瘫痪，女儿1岁时又被确诊为先天
性白内障，普秋红一人担起了家庭的重
担，还要照顾父母，带着女儿四处求医。
2014年，念初一的女儿右眼再次失明，左
眼情况也不容乐观，无奈之下，女儿选择
了退学。普秋红细心开导，在她的陪伴和
鼓励下，女儿重新振作起来，开始学习推
拿，并对配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重新点
燃了生活的希望。 唐文竹 文明

2020年9月、10月“常州好人”揭晓
共建文明城共建文明城

奋勇争一流奋勇争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