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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古韵

新世纪“半山雅韵·诗词大会”邀您来参加
五一当天，将现千人着汉服共写古诗词盛况；
分别开通电话、短信和微信报名渠道

本报讯 央视播出的
“诗词大会”引发了全民读
写诗词的热潮。对于我市
广大诗词爱好者来说，一场
千人着汉服共写古诗词的
盛 况 ，一 定 是 您 不 能 错 过
的。由本报、常州新世纪和
诗词协会共同举办的“半山
雅 韵 千 人 诗 词 大 会 ”将 于
“五一”
节当天隆重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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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5月1日在新世纪B座5楼中
庭开幕。当天，
千位参与者将统
一穿着由主办方提供的汉服，
分
五个批次参加古诗词内容的笔
试，
考察参与者对古诗词的熟悉
程度。笔试分少儿和成人两个
组别，
少儿组笔试范围在九年义
务教育课本内的古诗词；
成人组
难度虽略有提升，
但也大多为耳

不怪。
笔试之后，将从少儿和成
人两个级别中分别挑选出80名
优胜者进入初赛。少儿组初赛
两场分别为5月13日和14日；
成
人组初赛为5月20日和21日。
胜出者将于5月29日和5月30
日分别参加少儿组和成人组的
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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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瑰宝，这些美妙的古诗词
“诗词大会”
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的同时，也融入了每个华人
的心中。从孩童牙牙学语
时期就开始背诵的“床前明
月光”，到日渐成长逐渐理
解“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美
好意境，古诗词伴随着很多
人的一生，成为挥之不去的
情怀。
目前，本报和新世纪分
别开通三个报名渠道：1、电
话报名：请拨打88066270；
2、短信报名：编辑短信“姓
名+年龄+诗词大会”发送
至15345197380；3、微信报
名 ：关 注 新 世 纪 官 方 微 信
（xinshijimall），自 定 义 菜 单
中回复“诗词大会”，进入报
名界面填写信息。三个渠
道报名截止日期均为4月
29日。

了丰富的礼品和奖品。每位参
与者均可获得“半山书局”随手
礼一份，包含半山书局特制信
封、定制书签、特制铅笔、半山
书局开业抵用券 1 张。获得
“诗词大会”决赛团队奖的，团

精装版全套、2000 元全门店通
用现金卡和荣誉证书礼包等奖
品。决赛个人大奖，儿童组和
成人组各一名，除证书外，每人
同时获得电子书和 3000 元全
门店通用现金卡一张。（盛栖）

春弦夏诵

常州日报社等八家单位主办

全国
“夏青杯”
朗诵大赛常州赛区免费报名
本报讯 全国第五届“夏青
杯”
朗诵大赛常州选拔赛暨常州
市首届朗诵大赛于本月揭幕，本
次大赛由市文联、市教育局、市
文广新局、常州日报社、常州广
播电视台、团市委、市总工会和
市侨联主办，各路选手报名至4
月27日截止。
两年一届的“夏青杯”朗诵
大赛的命名源于新中国第一代
著名播音员夏青，堪称我国最具
影响力的顶级朗诵、配音赛事。
本次大赛分为朗诵和配音
两个项目，其中参与面较广的朗
诵比赛分为青少年（按年龄段分
三组）和成人组，常州分赛区初

赛、复赛、决赛将在4月29日至5
月25日期间进行。大赛现场报名
点分设在常州市图书馆一楼和
湖塘马元路景城名轩商铺三楼
苏 韵 艺 校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为
81097689；
邮件报名可在市图书
馆网站首页点击
“全国第五届
‘夏
青杯’朗诵大赛常州赛区选拔赛
暨常州首届朗诵大赛”
窗口，
下载
《报名表》，完整填写后发送至指
定邮箱suyunart@qq.com。
记者了解到，常州分赛区决
赛的优胜者将晋级江苏（南京）赛
区的决赛，南京决赛的佼佼者将
代表我省选手角逐金秋十月在北
京举行的全国总决赛。（秦坚毅）

羽坛盛事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常开赛

林丹现身，李宗伟未参加

延伸阅读

“半山”
，传递生活方式，传承传统文化
本次诗词大会主办方之一
的新世纪在今年 5 月底即将迎
来其 9-16F“半山生活 MALL”
的开业，而“半山生活”与古诗
词也有着颇为浓厚的渊源。在
新世纪原址的位置上，曾经有
一座半山亭，这座半山亭是为
纪念北宋大诗人王安石任职常
州而建，并因王安石字“半山”

而命名。而新世纪 9 至 16 楼即
将开业的美食、影院和书局等
新业态，取名“半山生活”，其喻
义既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传
递 ，也 是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
随 着“ 半 山 生 活 MALL”的 开
业，也意味着国内唯一经营至
16 层的都市新锐生活广场在新
世纪全新亮相。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奥体中
心 获 悉 ，4 月 18 日 至 23 日 ，
2017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我市
奥体中心打响，林丹等国内外多
位羽毛球高手将展开激烈角逐。
据介绍，本届大师赛共有来
自中国、
印尼、
马来西亚、
日本、
文
莱等13个国家和地区214人报名
参赛，
其中世界排名前20的羽毛
球选手共有13人参加本次比赛。
据悉，
男单方面，
林丹是本次
赛事的头号种子，
他首轮轮空，
田

厚威、乔斌、黄宇翔、赵俊鹏等人
也是直接进入第二轮。谌龙和李
宗伟未参加此次大师赛。
女单方面，陈雨菲位列赛会
头号种子。此前报名参赛的名
将李雪芮最终遗憾缺席，伤愈复
出首秀再度延期。值得一提的
是，现世界排名第 18 的日本选
手、羽毛球界“网红”
大崛彩也在
选手之列。而奥运冠军张楠继
续与新搭档刘成和李茵晖征战
男双和混双比赛。
（刘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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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申请单位

开挖地段

延陵西路文化宫
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延陵西路与南大街交界处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青枫公园站海棠路站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同济桥站等 7 处
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和平北路 延陵西路
中铁十二局
中吴大道与和平路口
中铁十一局
青枫公园站等 15 个站点
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长江中路（勤业路-中吴大桥南）
常州市排水公司
锦绣路与惠国路口
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劳动路北侧（同济桥两侧）
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通江路立交地道内
常州市排水公司
龙江路怀德路等 16 处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华润小学对面等 46 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
龙城大道 新堂路等 7 处
常州市翠竹中学
新港路-延陵东路
常州市排水公司
清洋路与龙城大道东北侧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三堡街 西仓街 西河沿
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横塘河东路（龙城大道-青龙桥段）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和平路（椿桂坊-淘沙巷）
常州市排水公司
关河中路（火车站南广场西侧）
常州友诚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延陵路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健身路等 5 处
常州市钟楼区永红街道东方村民委员会
迎宾路
常州友诚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红梅南路 延陵西路
常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西河沿
常州市水利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晋陵中路
常州绿都房地产有限公司
龙城大道南侧
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
关河西路 280 号
常州市钟楼区荷花池街道办事处
关河西路芦墅公园边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横塘河西路与青龙西路交界处
江苏常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星港路等 18 处
常州金融商务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新堂北路与龙沧路交界处
常州市肿瘤医院
常春弄

开挖缘由
2 号线占道挖掘
轨道二号线南大街站施工
轨道交通 2 号线施工
轨道交通 1 号线管线回迁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管线迁改
敷设雨水管
道路顺接 敷设雨污水管
道路顺接 敷设雨水管
雨水管修复施工
建设监控设施及敷设电源
配网自动化三期改造施工
供电沟井建设及敷设管线
敷设污水管
敷设自来水管
挖掘整治
道路改造施工
敷设雨水管
电信管维修
敷设燃气管
交通改善一期（市政项目）
敷设燃气管
电信管维修
设置景观灯
敷设雨污水管
开设永久道口
开设消防通道
敷设雨水管
市政道路建设
地质勘探
开设临时道口
敷设供电管

开 挖 面 积
长度（m）*宽度（m）=面积（㎡ ）

沥青 22500㎡
沥青 3509㎡
沥青 16000㎡
沥青 206000㎡
沥青 31146㎡
沥青 12101㎡
沥青 28549㎡
彩道板 80㎡沥青 250㎡顶管 200 m
沥青 200㎡顶管 40 m
彩道板 45㎡沥青 10㎡
砼 1040㎡
彩道板 232㎡沥青 115㎡砼 17㎡
彩道板 80㎡
彩道板 174㎡
沥青 1309㎡
彩道板 10㎡沥青 20㎡
人行道 7125㎡
侧石 4000 m
彩道板 30㎡沥青 220㎡
彩道板 2㎡沥青 2㎡
沥青 9㎡花岗岩 10㎡
沥青 11570㎡
彩道板 5㎡沥青 39㎡
彩道板 2㎡沥青 1㎡
彩道板 550㎡
沥青 56㎡
沥青 99㎡
沥青 30㎡
彩道板 15㎡顶管 30 m
沥青 300㎡
沥青 18㎡
沥青 24㎡
彩道板 18㎡

开挖时间
（年月日-年月日）

16.10.22-21.12.30
17.02.22-21.12.30
17.01.25-20.04.30
16.03.08-20.12.31
15.04.08-18.10.30
15.04.17-18.10.31
16.09.14-17.04.30
16.12.16-17.04.30
17.01.05-17.09.30
16.12.20-17.06.30
17.02.18-17.05.20
17.02.15-17.05.15
17.02.23-17.07.30
17.03.01-17.04.30
17.03.08-17.06.30
17.03.04-17.05.04
17.03.10-17.07.30
17-03.21-17.06.30
17.03.25-17.07.30
17.03.25-17.04.20
17.03.28-17.04.30
17.04.01-17.09.30
17.03.30-17.04.30
17.04.01-17.04.20
17.04.02-17.05.01
17.03.30-17.05.01
17.04.07-17.04.30
17.04.06-17.06.06
17.04.06-17.05.31
17.04.15-17.06.30
17.04.18-17.06.30
17.04.13-17.04.30
17.04.11-17.04.25

注：
挖掘道路的施工现场要用护栏围护，
并设置明显安全标志，
夜间设置警示灯标志，
提示行人和车辆安全通行,施工单位需在开挖申请期内完成道路开挖工作，
欢迎广大市民监督。监督电话：
88029212

88029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