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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诚信家装年、品质家装年、
绿色家装年之后，常州报业传媒集
团推出“2018特色家装年”主题活
动，活动贯穿到年底。期间，本报
将联合常州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常州市装饰材料行业协会，携手知
名家装公司及建筑材料商，首推

“全城动员·旧装焕新”活动，以常
州版的“交换空间”为居民群众提
供二次家装服务。

房屋二次装修需求多、难度
大，施工工艺贯穿于管道热熔连
接、墙面防潮抗霉、地面固化、轻
钢龙骨施工、防水工艺等整个装
修过程，涵盖从设计、选材到施工
及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

16日上午，就此次活动，我市
装饰材料协会、装饰装修协会等
相关行业部门的负责人及多家装
饰公司代表汇集一堂进行座谈。
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家装委秘
书长黄建仁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他说，家庭装修事关百
姓家庭幸福生活。这次常州报业
传媒集团牵头做“二次装修”，是
行业大事，希望更多的装修公司
参 与 其 中 ，向 全 行 业 传 递 正 能
量。希望媒体多搞这样的活动，
把常州版“交换空间”做出常州特
色，把活动打造成为服务常州百
姓的公益平台，推动常州装饰行
业健康发展。

常州装饰材料行业协会会长
彭建军也表示，“旧房改造”与当

前的市场环境深度契合，且符合
普通家庭的实际需求。“我呼吁施
工方与材料商加强合作，确保工
程质量，重视安全、环保，充分让
利于民，让更多百姓借助这个公
益平台实现新居梦想，使其成为
龙城老百姓普及家装知识的大讲
堂、见证美好生活的大舞台”。

记者了解到，一般家装出问
题都是有共性的，像装修风格陈
旧、空间设计不合理、墙壁发黄掉
皮、水管漏水、管道老化等，是大
多数老房子的通病。二次装修就
是从这些通病入手，花小钱，让旧
家换新。同时，针对业主所担忧
的装修费用高、工期长、搬家麻
烦、效果难保障等问题，这次活动
都已经做了详尽规划，一并解决。

根据业主的不同需求，组委
会特别成立了3个项目工程组，即
翻新维修组、局部改造组和全屋

改造组；并细化为 7 个总成，即卫
生间改造总成、厨房改造总成、阳
台改造总成、全屋电路改造总成、
全屋水路改造总成、全屋五金总
成以及全屋暖通总成。

通过测评旧损程度，针对每
套房设计标准化解决方案，缩短
改造工期，一般 2~10 天即可完
成。在改新过程中，业主不用搬
家，使用的胶水、板材、油漆、墙纸
等均为环保材料，家具家电专业
保护。因为是公益活动，通过不
收设计费、材料直供等方式，总费
用节约30%左右。 龚励

本活动由海尔橱柜衣柜、卡萨
帝电器、德国贝朗卫浴联合赞助支
持。活动现面向全城征集 100 户
旧装改新家庭，并向 10 户幸运家
庭每户送5000元公益金。

活动报名电话：1351167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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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市物价部门
监测数据显示，4 月份，气温
不断上升，我市时令蔬菜开
始集中上市，上市量充足。据
月初至昨天的监测数据显
示：月内我市蔬菜批零价格
持续回落，其中批发均价同
比跌幅达 8.6%。预计后期蔬
菜价格仍将继续缓慢回落。

据凌家塘监测数据显
示，本期每 500 克蔬菜批发
均价比月初跌 4.8%，其中 8
个品种跌幅超 20%，跌幅位
列前三的是鲜香菇、青菜、茄
子，跌幅均超30%；与去年同
期比，整体均价下跌 8.6%，
其中蒜头、蒜苗批发均价同
比跌幅超过50%。

据常州市区 14 家农贸
市场监测数据显示，本期每
500 克蔬菜零售均价与月初
比回落 1.2%，总体呈“19 升
3平27降”，其中茭白、蚕豆、

蒜苗、莴苣跌幅均超过10%，
位居跌幅前四。

据悉，近日地产菜、客菜
上市量双双上升，加上正值
各类农作物生长旺盛的季
节，毛笋、竹笋、豆类、茄果类
以及本地叶菜，都处于大量
上市的时节，带动批发价、零
售价双双下跌。

随着气温不断上升，蔬
菜生长加快，蔬菜的上市品
种、上市量均会处于增长状
态，预计后市蔬菜批零价格
将持续回落。（常价监 董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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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 多名省内外名中
医长期坐诊，设有中医内科、中医
妇科、针灸科、康复科，日前，市七
院中医药诊疗区正式开放，让市
民不出远门即可享受到优质的中
医药诊疗服务。

和副主任中医师蒋中晋一起
来到市七院坐诊的首批中医专
家，还有镇江中医院原院长、主任
中医师任南新，当代著名经方大
师黄煌教授的弟子温兴韬，名医
屠揆先的关门弟子宋炎，孟河医

派费氏第五代传人徐迪华之女徐
剑秋等 10 多名省、市级名中医，
涉及脾胃、心脑血管、乳腺、妇科、
男科等领域，后续还将有第二批、
第三批专家来到市七院中医药诊
疗区坐诊。

除常规的中医问诊之外，市
七院中医药诊疗区还引进了一系
列特色的中医诊疗手段，如小针
刀、癌症调理、小儿推拿、冬令膏
方等；在门诊一楼智能中药房旁
开设了传统中药房，提供代煎等

服务，能基本满足居民对于中医
药服务的需求。

市七院副院长顾卫东介绍：
“老人对于中医的需求较为旺盛，
住院人群的50%都是60岁以上的
老人。市七院在原有中医内科、中
医肛肠科和针灸推拿科的基础上
进行资源整合，外引中医技术力
量，着力打造一站式的中医药诊疗
区，让经开区的老百姓可以就近享
受到优质的中医药医疗资源。”

（瞿云 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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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工作日，都是一
连串的晴好天气，一直到周
日，才有降雨的可能。

放眼全国范围，都是一
片晴好，由于最近几天暖湿
气流较强，空气一热就变轻
要上天，所以地面就会出现
暖低压。@中国气象爱好
者说，4月19日，我国无论南
北、不管东西（除新疆和青
藏高原外）都很热，从广西、
四川一直到内蒙古乃至东
北 三 省 会 出 现 一 连 串 低
压。这些低压会吸引南海
水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从
热带海洋直冲蒙古高原乃

至东北平原。
通俗易懂的说法是，新

一轮的雨水又要来了。今
天是谷雨节气，这是二十四
节气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
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节气
期 间 ，最 主 要 的 特 点 是 多
雨，有利于谷物生长，同时
也是播种移苗、埯瓜点豆的
最佳时节。

“ 清 明 断 雪 ，谷 雨 断
霜”，气象专家表示，谷雨节
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
基本结束，气温回升加快，
大大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
生长。 一只

（小编聊天）进入谷雨节气，雨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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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体彩大乐透18044期迎来
“6 亿大派奖”的第 4 期开奖，本期总额高
达 3600 万元 2 注头奖奖金全部出自湖
北。今年，大乐透派奖有四个看点，给购彩
者送去全新体验。本次活动在延续一等奖
和固定奖一起派奖的同时，还新添了“乐
善奖”派奖。

看点一 击中2400万元 追加是关键

“2 元可中 1500 万元，3 元可中 2400
万元”，玩过大乐透的购彩者都知道，追加

投注是提高该玩法奖金成色的法宝，在派
奖期间多投注 1 元，就有机会冲击 2400
万元封顶头奖。此外，今年活动的固定奖
派奖和“乐善奖”派奖，都是针对追加投注
的购彩者，如果购彩者想在本次派奖中收
获更多欢乐，可采用追加投注。

看点二 规则很简单 新手也精彩

对于购彩新手来说，首先要熟悉玩法
规则，大乐透基本投注是指从前区 35 个
号码中任选 5 个号码，从后区 12 个号码

中任选2个号码，组合进行投注，即“35选
5+12 选 2”。每注基本投注金额 2 元，加
1 元可进行追加投注。选号的方式有两
种，自选和机选。

看点三 胆拖或小复式 老手乐翻天

熟悉大乐透玩法规则的老彩友不妨研
究一下小复式、胆拖这两种投注方法。翻
开大乐透派奖期间的中奖史，小复式和胆
拖这两种投注方法为大奖得主立下不少奇
功。小复式其优点是投注金额小、风险小、

中奖率高。如果既想拓宽中奖面又想节省
资金，那么胆拖投注是最好的选择。

看点四 3元比2元投注 固定奖奖金翻倍

在本次“6亿大派奖”中，自第18041期
起，有3亿元用于进行追加投注的固定奖派
奖。由于固定奖派奖不限制每期的派奖金
额，实际中奖多少就派多少奖金，派完即止。
从往年的经验来看，固定奖派奖比一等奖
派奖提前结束，所以想要让固定奖奖金翻
倍的购彩者，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国彩

放大招 看体彩大乐透“6亿大派奖”四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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