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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城乡建设局道路挖掘审批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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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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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
中铁十一局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市橙龙置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市排水管理处

常州新航动力装备开发有限公司
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常州市排水公司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常州市常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先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延陵西路文化宫
延陵西路与南大街交界处

青枫公园站海棠路站
同济桥站等7处

勤业路的长江路口、五星路口
和平北路 延陵西路
中吴大道与和平路口

关河东路南侧
月季路与棕榈路 丁香路与茶花路

健身路等5处
西河沿（广化桥以西 老运河以南）

龙城大道与横塘路交叉口
健身路

青业路与龙锦路交叉口 青业路与新一路交叉口
中吴大道等19处 罗汉路等34处

龙城大道南侧与天峰路交界处
龙城大道 飞龙西路 玉兰路（玉龙路口）

龙城大道与巫山路口西南侧
和平路与夏雷路交叉口

新堂北路与龙沧路交界处
兰陵路等12处

运河路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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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二号线施工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道路顺接
道路顺接

交通改善一期（市政项目）
拆除护栏
道路顺接

敷设自来水管
敷设交通信号灯管线

积水开挖 收水口修复改造
道路顺接

敷设燃气管
修复雨水管

敷设自来水管
开设临时道口
维修电信管
道口拓宽

沥青22500㎡
沥青3509㎡

沥青16000㎡
沥青206000㎡
沥青11000㎡
沥青31146㎡
沥青12101㎡

沥青80㎡
沥青100㎡

沥青11570㎡
金属护栏4节
沥青200㎡
沥青30㎡

砼20㎡ 顶管86 m
沥青241㎡ 沥青1000㎡

沥青200㎡
彩道板5㎡ 沥青75㎡

沥青200㎡ 人行道5㎡
沥青75㎡
沥青30㎡

彩道板7㎡ 沥青6㎡
沥青520㎡ 侧平石46 m

16.10.22-21.12.30
17.02.22-21.12.30
17.01.25-20.04.30
16.03.08-20.12.31
17.05.20-20.11.27
15.04.08-18.10.30
15.04.17-18.10.31
17.09.07-18.01.07
17.09.07-17.12.30
17.04.01-17.09.30
17.06.01-17.09.20
17.06.09-17.12.30
17.07.01-17.09.30
17.07.18-17.09.18
17.07.15-17.09.15
17.07.22-17.11.01
17.08.05-17.09.20
17.08.17-17.09.20
17.08.26-17.09.30
17.08.25-17.09.25
17.09.01-17.09.30
17.09.07-17.10.07

序号 开挖申请单位 开挖地段 开挖缘由

本报讯 9月9日，市总工会
为来自全市各行业的 100 位单
身男女青年组织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寻找战郎 遇见幸福——
2017 常州单身职工交友联谊
会”。

整个活动由“真人 CS、缘
分巴士、趣味游戏、真情对对
碰、自助晚餐”五个环节组成。
从中午开始到晚餐结束，6个多
小时的相处，使 100 位单身男

女青年从陌生到熟识，交到了
朋友，沟通了感情。当天活动结
束，即有 7 对男女速配成功。活
动后，他们将参加市总工会组
织的“一周甜蜜约会”：看电影、
品茶、武进劳模（职工）疗休养
基地一日游一系列活动。

据悉，常州市总工会今年
全面开展了以“搭鹊桥 牵红
线”为主题的单身青年职工交
友联谊活动，到目前为止，共计

开展联谊活动 13 场，服务企业
超过 100 家，参与职工近千人，
初步达成交友意向的50多对。

为单身青年男女解决婚姻
大事，已经列入了市总工会今
年的为民办实事之一，接下来，
全市各级工会还将继续开展以

“搭鹊桥 牵红线”为主题的联
谊活动，让更多单身青年找到
属于自己的伴侣。

（陈卓 王淑君 文摄）

市总工会做红娘

为100位单身青年牵线搭桥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文
广新局获悉，近日由省文化厅
主办的第三届江苏省文华美术
奖·优秀美术作品展在江苏省
美术馆开幕，106 件美术作品参
展，其中有8幅作品来自常州。

第 三 届 江 苏 省 文 华 美 术
奖·优秀美术作品展是优秀艺
术作品的展示平台。作为第三
届精彩江苏艺术展演月的重要
子活动项目之一，期间，将组织
专家评委针对展出作品进行江
苏省文华美术奖评选，催生出
一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思想
性、艺术性兼具的精品，推动全
省文化事业的发展。

经过前两届的成功举办，江
苏省文华美术奖以其权威性、导
向性在全省艺术家中产生了很
大影响，此次展览在全省共征选
出106件作品参展，常州艺术家
高鸣的《渔舟唱晚之二·沸腾的
港湾》、是幽燕的《故乡的云》、王
坤的《清水如歌月含羞》、王晴的

《石头记·忘川》、王爱俊的《捉鱼
佬系列之六》、冷天明的《国画大
师·刘海粟》、郭玲的《海上花》、
高志强和包旦妮的《花园的秘
密·冰纹蛋壳镶嵌脱胎漆艺花
器》共 8 件作品入选，包含国画、
油画、版画、雕塑、连环画、漆艺
等多类艺术精品，涵盖了历史人
物、自然风光、日常生活等众多
题材，体现了常州美术家在创作
中的独特视角和探索精神。

（赵文中 刘懿）

第三届江苏省文华美术奖·优秀美术作品展开幕

常州8幅作品入选

“我是常州人第二季——常州笑脸”原创广场舞大赛9月22日启动

不光是高手间的“过招”，更是场绚丽的表演
第三届江苏省文华美术奖·
优秀美术作品展开幕

常州8幅作品入选

市总工会做红娘

为100位单身青年牵线搭桥

龙虎塘街道的阿姨们手持绸带踏歌起舞

9 月 22 日晚，“我是常州人
第二季——常州笑脸”原创广场
舞大赛将在武进新天地公园水
上舞台启动，约 15 支参赛团队
将激烈角逐。大赛也是第四届

“文化 100”大型惠民行动内容
之一。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市各
个辖市区已陆续开展初赛选拔，
决赛的各事项也在紧锣密鼓安
排当中。届时，这将不光是高手
间的“过招”，更将向观众呈现一
场绚丽的表演。

为了站上决赛舞台
文艺骨干们铆足了劲儿

抓雀子、丢手绢、跳绳⋯⋯
9 月 5 日上午，在新北区龙虎塘
街道文体中心，一群阿姨们手持
绿色绸带踏歌起舞，利落流畅的
动作与时尚节拍融为一体，显得
活力十足。

“17 日阿姨们就要参加初
赛选拔了，最近每天至少要排练
两个钟头。”龙虎塘街道文教科
科长严美华说，这次比赛竞争很
激烈，为此，龙虎塘街道汇集了
各个社区的文艺骨干，阿姨们也
铆足了劲儿，希望能站上全市决
赛的舞台一展风采。

“我们队伍里，年纪最大的
近 70 岁了，但大家练得一点不
枯燥，因为这套舞跳起来很有滋
味。”休息间隙，团队成员汪丽娟
抹了把脸上的汗对记者说。

她说，以前大伙儿都是去网
上找流行的舞蹈，大街小巷都是
跳《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的，没
什么新意。而这套常州人自己
的广场舞，既有熟悉感、亲切感，
也是对过去的温馨回忆，跳的时
候就很有幸福感。

连续两年推出原创广场舞
展现常州人生活

去年，市文化馆牵头，精心编
排了8套常州原创广场舞——常
州风第一季运河版，围绕运河文
化，模仿淘米、洗衣、切萝卜干、
逛灯会及锡剧《双推磨》等动作
编排，在全市刮起了一股浓郁的

“常州风”。今年，市文化馆又推
出第二季广场舞，包括：《踢毽
子》《跳绳》《丢手绢》《跳皮筋》

《抓雀子》，以及一个主题歌《微
笑常州》。除了原创分量更重，
还把常州人童年游戏里的小动
作运用到舞蹈中，传达欢快、享
受的情绪，用一张张鲜活的笑

脸，呼应《常州笑脸》的主题。

比赛当天还将
呈现绚丽观感

“到目前为止，全市已有近
1.3 万人次在培训中学习了《常
州笑脸》，他们再把自己所学移
植到各自团队中，产生叠加效
应，这与文化馆积极培养基层文
艺志愿者的目标是相契合的。”
市文化馆馆长沈红球透露，目
前，全市各辖市区陆续展开了优

秀团队的选拔。“比如，新北区的
初赛选拔，所有乡镇都有团队参
与。”

沈红球说，除了广场舞高
手们的 pk，市民还可看到展示
节目，重温第一季原创广场舞
内容。在灯光舞美方面，也有
创新设计，呈现绚丽的观感。
此外，今年的比赛将邀请省内
音乐舞蹈方面的专家担任评
委，当场亮分、颁奖，体现公正
公平科学。

刘懿 文摄

“我是常州人第二季——常州笑脸”原创广场舞大赛9月22日启动

（头，报眉：家门口，编辑：殷）不光是高手间的“过招”，更是场绚丽的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