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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园
林部门获悉，进入初夏，常州
各大公园可用繁花似锦来形
容：绣球花开得正艳，市花月
季开出第二茬花，市树广玉兰
迎来绽放期，还有夹竹桃、金
丝桃等开花植物，也都次第开
放。

人民公园绣球花整体开
七成，主要集中在北山坡中部
和东部下坡处。目前主要开
花品种有无尽夏、蒂亚娜、塞
布丽娜、含羞叶、水晶绒球、你
我永恒等，花期预计持续到 6
月底。除人民公园外，在我市
的各大公园中也少量种植有
绣球花。

紫荆公园内不少月季已
开出了第二茬花，艳丽多姿，
芬芳浓郁。广玉兰迎来了它

的绽放期，花大洁白，在绿叶
丛中尽显洁净高雅。市树市
花同时绽放在城市街头、广场
绿地，成为美丽龙城的一道靓
丽风景线。

圩墩公园的鸢尾花展还
在继续，目前清新淡雅的日本
鸢尾正值开花盛期，花期可持
续到6月上旬。

随着气温快速上升，夹竹
桃也迎来开花期，由于夹竹桃
含有毒，所以在赏花同时市民
应注意避免触碰误食。

另外，市民还可在各公园
绿地观赏到金丝桃、石榴、美
丽月见草、金鸡菊、红千层等
开花植物。金丝桃作为绿篱
植物，正处盛花期，其呈束状
的雄蕊花丝灿若金丝，惹人喜
爱。 （席志华 汤怡晨 文摄）

绣球花、月季、广玉兰花、金丝桃⋯⋯

花都开好了，就等你来发朋友圈

昨天，天气又热辣了起
来。市气象台预测，5 月 30
日前，都将以晴好天气为主
了，最高气温将重回30℃。

这样的天气，水果店的
西瓜正当热卖中。一个西
瓜吃不完怎么办？不少人
会把西瓜加一层保鲜膜，放
在冰箱里。不过有专家表
示，水果包上保鲜膜后，两

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密
闭的空间，这种环境给细菌
繁殖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保鲜膜不仅不能防菌，反而
保护了细菌的生长。专家
建议，如果西瓜吃不完，应
放入冰箱冷藏，不要覆盖保
鲜膜。把冰箱里的西瓜拿
出来吃时，可以先将表面约
1厘米的部分切除。 一只

最高气温将重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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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新局获悉，第十一届常州戏
剧文学奖昨天颁奖，共有 30 个
剧本获奖。

为振兴常州戏剧，建立起
精品剧作的创作机制和编剧人
才的培育机制，我市设立了常
州戏剧文学奖。11 年来，我市
创作的剧本、剧目先后获得中
国曲艺牡丹奖、中国广播剧协
会专家评析金奖、田汉戏剧文
学奖、江苏戏剧文学奖、江苏省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各类国家
级、省市级奖项。本届戏剧文

学奖征稿活动历时 10 个月，共
收到剧本 41 个，其中大戏剧本
20 个，小戏小品剧本 18 个，微
电影剧本 3 个。经常州市戏剧
文学奖评委会评选，共有 30 个
剧本获奖。

不同于去年一等奖空缺，
今年，我市戏剧文学创作迎来

“丰收年”：在戏剧剧本类，《卿
卿如唔》等 3 个作品获荣誉奖，

《阳光灿烂阿富哥》获得一等
奖，《滩簧缘》获得二等奖，《唐
荆川》等 4 个作品获得三等奖，

《江南烽火》 等 10 个作品获得

入选奖。在小戏小品类，《理
想》获得一等奖，《守望》等 4 个
作品获得二等奖，《泪别鱼塘》
等6个作品获得三等奖。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参赛
作者囊括了各个年龄层——年
纪最大的 89 岁高龄，年纪最小
的还在上初中。在地域分布上
来源广泛，有来自南京、苏州乃
至山东、浙江、广西的作者。既
有专业编剧，也有高校老师、网
络写手和一些业余爱好者，可
见常州戏剧文学奖已经在全国
产生影响。 （刘懿 张军）

第十一届常州戏剧文学奖颁奖

我市戏剧文学创作迎“丰收年”

本报讯 昨天，2017江苏网
络社群大会在常州东方盐湖城
举 行 。 大 会 以“ 网 聚 正 能 量
引领新风尚”为主题，致力推进
江苏网络社会组织建设，繁荣
发展网络文化，大力宣传江苏

“两聚一高”的生动实践，凝聚
创新、文明、共享的网络正能
量。

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思源，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
办主任徐缨，新华日报社总编
辑、党委副书记双传学，省民政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亚军，中
国江苏网董事长、总编辑、新华
报业传媒集团融创区总裁张晓
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科教
城党工委书记徐光辉等出席本
次大会。

本次网络社群大会由江苏
省委网信办指导，中共常州市
委宣传部、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融创
实验区、团市委、市网络文化协
会、中国常州网、中吴网、化龙
巷、龙城旅游控股集团、嘉壹度
青年创新工场等承办。

徐缨指出，去年，在东方盐
湖城举办了首届江苏网络社群
大会，开启了网络社群发展新

征程。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网络的发展，省委书记李
强对全省网信工作提出了要明
大势、抓重点、善作为的三点要
求，指出要创新工作方法，加强
正面宣传；要聚焦重点任务，实
现重点突破；要发挥好新媒体
优势，形成整体合力。一年来，
江苏省网络社群积极投身网络
宣传、网络公益、网络创业、网
络文明活动，形成了一大批像
常州的“一加爱心社”、苏州的

“新媒体联盟”、无锡网民公益
体育大会等有特色、有影响的
品牌。徐缨就网络社群发展提
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希望网络
社群成为“聚力创新”的发动
机；二是希望网络社群成为“兴
业富民”的加速器；三是希望网
络社群成为“引领风尚”的风向
标。

徐光辉在致辞中表示，希
望常州顺势而为，通过党政领
导、社会推动、典型引路，发展
壮大一批网络社群的品牌，让
这些网络社群为“网聚正能量，
引领新风尚”作出示范，也为常
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注
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会上，与会领导为省级网

络社会组织、中央新闻网站驻
苏频道、部分省属新闻网站、商
业网站江苏机构代表开展“情
暖江苏”网络公益行动授旗，为
网络公益组织、网络公益媒体
和网络公益达人代表佩戴“情
暖江苏”网络公益徽章，点击启
动江苏网络社群大会官网上
线。会议还进行了《你我在这
里交汇》《新媒体视角下的社群
运营》《群像》《见世界，识人心，
用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新社
群、新零售、新文化》等主题分
享。

来自省委宣传部、省委网
信办、省经信委、省商务厅、团
省委的领导，来自中央新闻网
站驻苏频道、省重点新闻网站、
商业网站驻苏机构、省级网络
社会组织的代表，全省 13 市宣
传部、网信办领导、省重点网站
负责同志，以及全国地方网站
站长、知名新媒体代表、创客等
400多人参加本次大会。

昨天下午，全国网站站长
论坛、网络社群青年创业成长
论坛、“势，不可挡——你我在
这里交汇”等分论坛继续在东
方盐湖城举行。

（谢韵）

2017江苏网络社群大会在我市举行

网聚正能量，引领新风尚

本报讯 24日下午，全国总
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焦开
河来我市调研职工创新创业工
作情况。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海
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科教
城党工委书记徐光辉，市政协
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徐伟南
陪同调研。

焦开河调研了武进区和新
北区等职工创新创业基地。

焦开河对我市总工会在职
工 创 新 创 业 中 实 施 的 开 展

“33113”行动、破解融资难题，

建设“双创”基地、完善服务体
系，强化劳模引领、搭建技术平
台等三项帮扶政策给予了高度
评价和肯定。

焦开河指出，由地方党委
政府提供创业场地，由工会建
立组织，建好服务中心，融入各
项服务职能，为创新创业的职
工提供创业场地、政策咨询、登
记注册、创业培训、项目融资、
市场推广等“一站式”服务，这
是常州工会深入实际的真正体
现。他强调，要把劳模资源利

用好，充分挖掘劳模潜能，聚合
劳 模 创 新 人 才 ，利 用“ 互 联
网＋”模式，让劳模和一线职工
的先进技术在最适合、最亟须
的地方发挥作用，为企业的转
型升级提供最便捷高效的技术
支撑，真正实现跨行业信息共
享、同平台技术互补。常州工
会要把服务职工的创新创业方
式，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形式固
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
式，向全国推广。

（陈卓 王淑君）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焦开河来常调研时指出

常州工会服务职工方式，值得向全国推广

绣球花

广玉兰花

全市今天多云到晴，
东南风 3 级，今天最高温
度 29℃，明晨最低温度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