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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2号线率先启动管线迁改的10个站点施工进展顺利

围护结构将于明年1月中旬施工
本报讯 地铁2号线建设的启动，引起

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昨日，记者从市轨道
公司获悉，目前2号线沿线率先启动管线
迁改的10个站点，其管线迁改工作进展顺
利，预计2017年春节前可完工。这10个
车站的围护结构将于明年1月中旬开建。

地铁 2 号线为东西走向，一期工程
全长近19.7公里，共设15座车站，分别
为青枫公园站、海棠路站、五星站、勤业
站、怀德站、南大街站、文化宫站、红梅公
园站、五角场站、三角场站、紫云站、青洋
路站、丁塘河公园站、潞城站、五一路站。

记者了解到，从前期的勘察、设计，
到沿线 1 万多株市政乔灌木、4 万多平
方米色块植物的绿化迁移工作顺利完
成，2016 年以来，地铁 2 号线的前期工
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此外，2 号
线一期工程中首批启动管线迁改的 10
个站点，即青枫公园站、海棠路站、南大
街站、文化宫站、红梅公园站、三角场

站、紫云站、青洋路站、丁塘河公园站、
潞城站的管线迁改工作目前也接近尾
声。2 号线沿线的交通疏解等工作也
都在紧张推进中。

据介绍，2017 年 1 月中旬起，上述
率先进行管线迁改的 10 个站点，将进
入车站围护结构施工阶段。市轨道公
司相关人员介绍，车站围护结构施工
时，将优化施工方案，力争做到文明施
工，尽可能减少施工对道路交通、市民
出行带来的不便。

1 号线的施工进度、2 号线的工程
进展，本报将及时关注并报道。有兴趣
的市民也可以关注常州地铁的官方网
站或者公众微信号，市轨道公司将及时
发布地铁施工的相关动态信息。

（游镇坚 马静）

本报讯 12月24日，常州民营口腔医疗机
构行业协会成立大会在中天凤凰大酒店举行。

常州民营口腔医疗机构行业协会目前
有近60家会员单位，包含了在正畸、种植、修
复等方面都多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博士。
协会十多家理事单位内有中高级职称人员
15名，硕士1名，本科生15名。协会旨在进
一步规范常州民营口腔医疗机构，提高口腔
医疗服务管理水平，促进常州市民营口腔健
康产业的良性发展，为口腔行业可持续发展
提供良好的服务平台。同时，常州民营口腔
医疗机构行业协会也将作为政府管理部门

与口腔医疗机构及相关厂商之间重要的沟
通平台，积极配合政府的指导方针与政策路
线，实现资源整合，发展共赢。

会上，常州市民营口腔医疗机构行业
协会与韩国登腾种植体公司江苏代理、江
苏爱必康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协议，双方在
引入新兴口腔技术与医疗器械上达成共
识，将进一步加快常州口腔种植技术的推
广，为更多的口腔患者带来福音。

常州太平洋口腔连锁董事长刘正秋当
选常州民营口腔医疗机构行业协会会长。

（徐丹）

常州民营口腔医疗机构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 2017 年的春运进入倒计时阶
段，昨日记者从常州国际机场获悉，春运期
间该机场将通航27个境内外城市，共计28
条航线。另外，由于 2017 年春运来得比往
年早，因此元旦过后就将进入春运预热模
式，不少春运期间热点方向的机票价格都
将开始逐步涨价。

按照往年的春运经验，西南方向的成
都、重庆、昆明，西北的西安、银川，东北的
哈尔滨、沈阳、大连，南方的广州、深圳、三
亚等，都将是出行的热点城市。常州机场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这些热点航班的春运
销售已经启动，尤其是成都、重庆、深圳、银
川、北京等航班的机票销售很快，部分班期
的座位销售甚至已超过了70%以上。

春运期间还将通航台北、万象、名古
屋、暹粒、甲米、曼谷、芽庄和巴厘岛等线
路。需要提醒的是，暹粒、甲米、曼谷、芽庄
和巴厘岛属于季节性航班，将在春运真正

启动后，即 2017 年 1 月 13 日起才陆续开
通，春节期间有境外游计划的市民要及时
关注开通时间和班期。

和往年的春运相比，2017 年春运最大
一个特色就是来得较早，也因此春运初期
就会遇上各大院校放假和务工人员集中返
乡等情况，形成学生流、务工流相互叠加。
机场工作人员预计，航空客流高峰会来得
比往年早，多个高峰间隔时间较短。而元
旦过后，也将迅速进入春运预热期间，据介
绍，从 2017 年元旦起，重庆、成都、昆明等
航班，去程的机票价格将逐步上涨。“以成
都为例，1 月 5 日开始，机票价格就超过 5
折，1 月 12 日起超过 7 折，1 月 15 日开始全
面提升到 8 折至全价。而返程（即回常）的
价格则总体较为平稳，除 1 月 31 日较高之
外，其余时间大多维持在 4 折左右，这也体
现出客流单向性的特点。”

（多帅 马静）

春运期间，常州机场将开通28条航线

本报讯 23 日，全市召开养老机构安
全提升工程监督总结会，总结一年来实施
工程的经验和成效，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
进行了动员部署。

今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实施养老机构安
全提升工程，并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
程加以保障推进，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
养老机构尤其是老年人生命安全的重视。

据年初市民政局组织排查摸底，全市
共排查出123家机构，经逐一评估后，确定
24 家已取得消防合格证不需改造，2 家关
停，23 家转型分流，3 家实施整体重建，其
余71家进行消防安全提升改造。

一年中，市民政部门将工程分为 4 个
阶段进行，并建立领导干部分片包干责任
制，层层分解责任，并开展联合现场办公。
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机构逐一登记造
册，按照手续完备程度和隐患危险等级，形
成不同处理方案，进行分类处理。

目前，71家机构已全部完成提升改造工
程，全市共计投入改造资金约2400余万元。

据了解，下一步，市民政局还将继续巩
固安全提升工程成果，广泛开展培训，提升
效仿安全知识水平，同时，开展换证工作，
进一步规范养老机构管理。

（庄韧 吴燕翎）

全市123家养老机构

71家完成安全提升改造

本报讯 12 月 23 日下午，我市召
开《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会议，听
取了齐梁文化课题组对丛书编撰的进
展和相关情况。记者获悉，《齐梁文化
研究丛书》第二辑、第三辑和《齐梁文化
辞典》的编撰工作正在按规划进度有序
实施，将于2018年、2019年相继推出。

常州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
齐梁文化的发祥地。2008 年，我市启
动《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编撰工作，去年
8 月出版第一辑八部专著，在中国文化
史、文学史上填补了齐梁文化研究上的
很多空白，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2015 年优秀成果三等奖。《丛书》中的
内容之一，郑州大学刘志伟教授撰写的

《齐梁萧氏概论》荣获河南省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目前，第二辑编撰工作已经启动，
将围绕萧衍、萧统、萧纲、萧绎、萧赜等
齐梁萧氏人物撰写 5 部人物评传，他们
是齐梁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专著将于
2018年8月30日前出版发行。

第三辑包含已出版的《文心雕龙译

注》《诗品译注》以及未完成撰写的《文
选译注》《玉台新咏译注》《金楼子译
注》，共 5 部齐梁文学名著译注，争取在
2018年下半年出版发行。

《齐梁文化辞典》是一本中型专业
性工具书，收录内容以齐梁两朝空间范
围内的历史文化为主，兼及其它相关时
代史事和地区。词目约 2000 条，总字
数 80 万字左右。将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出版发行。

会议上，来自市委宣传部、市文广
新局、地方志办、市社科联等单位的代
表们进行了探讨，他们表示，将进一步
加强研究深度，在编撰过程中更多体现
常州元素、印迹，将齐梁文化的研究提
升至新高度。 （刘懿）

我市齐梁文化研究提升至新高度

《齐梁文化研究丛书》
将相继推出第二、三辑

本报讯 昨天上午，由市委宣传部、
市妇联联合主办的常州市“第三届家庭
文化节”成果展在新北区举行，并评选
出“项目优秀组织奖”。仪式上还进行
了寻找百户“最美家庭”启动仪式、“征
万卷书 筑梦想路”公益捐书活动，并为

“龙城清韵·和美家庭”家训家规暨书画
作品征集获奖代表颁奖。

此次家庭文化节按“健康、仁孝、勤
廉、环保、书香”五型特色家庭在现场设
置五个展示区，手工旗袍、新春对联、绘
本阅读、有机蔬菜、勤廉家书等二十余
个摊位吸引百余市民驻足观赏。

从2014年起，市委宣传部、市妇联
认真贯彻习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的重要精神指示，以提升
家庭成员素质、培育良好家风家训、共建
美好常州为目的，连续三年深化“智慧女
性、和美家庭”项目，开展全市广场舞大
赛、健美操比赛、“十佳母亲、十佳好儿
女”命名、爱粮节粮进社区、“幸福种子”
亲子阅读、亲子绘本剧大赛等30多场线
上线下、生动有趣的活动；常态化寻找

“最美家庭”，并在全市开展 1200 余场
“最美家庭讲好家训”巡讲，深入机关、社
区、企事业单位；全市一千四百多名“巾
帼使者”通过讲座、沙龙、交流会等形式，
身体力行示范文明榜样，其中，余美芳家
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并在家庭文化
节上发表倡议。 （许梦涵 王淑君）

第三届家庭文化节成果展

五个展示区秀家庭特色

天气预报

今天阴转小雨，偏东风 4
级 ，全 市 今 天 最 高 温 度 11~
12℃，明晨最低温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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