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云华 版式 姜樱子 校对 余倩文 2019年1月3日 星期四 城事 漫新闻· 5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第十
五届社科优秀成果奖终评会在
市行政中心召开，对进入终评环
节的成果进行评审。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陈涛，副市长陈正春出
席会议。

社科优秀成果奖评选两年一
次，本届评奖工作于去年 5 月份
启动，共申报成果397项，包含哲
学、政治学、法学等 17 个申报学
科，去年还把决策咨询类成果作
为一个学科分类参评。在申报形
式上，采取网上申报，评审环节

“背靠背”打分的方式，较好地体
现了申报成果的质量，最大程度
地保证了评审工作的公正性。

此次终评将评选出一等奖
15 项，二等奖 48 项，三等奖 107
项。具体情况将在终评会结束
后向社会各界公示。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在江苏
省第十五届社科优秀成果奖评
奖中也取得了优异成绩，共获得
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
奖 14 项，获奖等次与数量均创

历史最好水平，社科研究整体实
力走在全省前列。

陈涛在讲话中指出，社科优
秀成果评奖是我市在哲学社会
科学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活动
规格高、影响大、参与面广，是一
项领导重视、专家期盼、社会关
注的大事，评奖工作进行到这
里，已经完成了大半。下一步，
市社科联要围绕市委、市政府的
中心工作重点做好规划，给社科
工作者们指方向、出任务，引导
全市社科工作者拿出更多精品
力作。同时，要通过此次评奖把
优秀成果评出来，把好的苗子选
出来，使社科研究和市委、市政
府的中心工作结合得更为紧密，
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常州作出
更多贡献。他同时希望我市社
科各领域有经验的专家、学者能
发挥自己的所长，不断呈现更
好、更高，更贴合常州实际，更加
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
社会理论成果。

（李军 刘懿）

市第十五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开展终评

我市社科研究整体实力走在全省前列

灰色工作服穿在身上略显
宽肥，清瘦的面容上架着一副
细边框眼镜。这是中车长江车
辆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制备车
间司机室一班班长李继平给记
者的第一印象。虽已年近六
十，但谈起冷作工这个他奋斗
了一辈子的岗位，李继平依旧
充满热情。

冷作工又称铆工，俗称“铁
裁缝”，他们能将金属材料“量
体裁衣”，通过焊接、铆接、螺栓
连接等方式，组装制作成钢结
构物件。在李继平手中，“敲敲
打打”也是一个展现高超技艺、
解决生产难题、创造经营效益
的重要岗位。相较于“铁裁缝”
这个称号，李继平更愿意称自
己是“铁工匠”。

出口阿根廷的内燃机车司
机室，客户方对薄板平面度要
求较高，平面度要求在 1 毫米
以内。而李继平反复研究总结
出的“薄板平面度控制五步操
作法”，正好能对症下药，通过
改进工艺，解决了热胀冷缩导

致的钢材变形问题。
“做技术，一定要踏实、肯

钻研。”这是李继平常说的一句
话，在出口塞拉利昂新造油罐
车试制期间，由于缺少工装，许
多环节无从下手。李继平硬是
靠着他的那股“倔”劲，自主创
新，自行设计，先后制作了牵引
梁焊接转胎、牵引梁下盖板拼

接胎、牵枕装置转胎等多项工
装样板，大大缩短了生产制造
时间，为正式投产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由他主持参与的
奥运动车组，出口柬埔寨等各
型 机 车 司 机 室 钢 结 构 产 品 ，
NX70共用平车、特种工矿车辆
等铁路车辆产品，其生产制造
及工艺装备、工装胎膜的设计
制造等工作，取得了多项创新
成果并屡屡获奖。

也正是凭着肯钻研的劲儿，
李继平取得了“国家职业技能鉴
定高级考评员”证书，还先后获
得“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火车
头’奖章”“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江苏省企业首席技师”“中国中
车资深技能专家”等称号。

吕亦菲 市总宣 文
张海韵 摄

李继平：给钢铁“量体裁衣”的“铁工匠”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大
剧院获悉，常州大剧院经典品牌
之 一 —— 新 春 演 出 季 即 将 启
动。今年 1 至 2 月，许多观众熟
悉的名家、名团、名作将汇聚常
州大剧院，音乐剧、儿童剧、音乐
会、相声等多个艺术门类的演出
将让你在新年看个过瘾。

今年，新春演出季推出了品
类繁多、精彩纷呈的优秀演出：
1 月 5 日至 6 日，将上演音乐剧

《音乐之声》中文版；1 月 12 日
至 13 日，音乐剧《灰姑娘》中文
版将亮相；1 月 14 日的《新九
州·哆唻咪亲子互动启蒙音乐
会》，1 月 19 日的《海底小纵队

4：极地大探险》，1 月 24 日的
《龙猫和它的伙伴们——宫崎
骏、久石让经典动漫作品视听音
乐会》，2 月 10 日的儿童剧《猪
猪侠之变身小英雄》将给孩子们
带来不少乐趣。2 月 14 日的

《世界著名钢琴教父——乔瓦
尼·马拉蒂2019中国巡演》常州
站，2 月 16 日的《“一生所爱”唯
美动听经典名曲精选音乐会》，
以及 2 月 23 日的《流金岁月·怀
旧金曲室内乐视听音乐会》将满
足乐迷们的期待。此外，2月22
日的德云社《德云三宝相声专
场》将让市民开心过大年。

据介绍，新春演出季演出均
有最低 30 元、50 元的票价供市
民选择。搜索、关注“常州保利
大剧院”微信公众号，可了解更
多演出信息，享受在线快捷购票
服务。

（吴蕾 刘懿 文 照片由常
州大剧院提供）

常州大剧院2019新春演出季开幕

名家名团名作，伴你开心过大年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常州国际机场共完成旅客
吞吐量 332.77 万人次，同比增
长近 32.6%。其中，境外航线
的旅客吞吐量达 42.1 万人次左
右，同比增长近 104%；完成货
邮吞吐量 2.82 万吨，同比增长
近49.3%。

2018 年，常州机场进一步
密切与各大航空公司联系，不断
加大运力引进及航线开拓力度，
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目前，
常州机场通航 26 个境内外城
市，每周保障航班起降588个架
次，基本形成连通国内重点城
市、热点旅游城市及东南亚地区

的通达便捷的航线网络。
航班规模的扩大带来了旅

客吞吐量的迅猛增长，2018 年
11 月 27 日，常州机场年旅客吞
吐量突破 300 万人次；12 月 18
日，境外航班的年旅客吞吐量
突破40万人次。

货运方面，该机场全面布
局年度腹舱货源结构，充分利
用现有航线网络资源，先后推
出“一价通达、卡班运输、国际
中转、宠物运输、邮件运输”等
五大货运服务，进一步丰富机
场承运种类，实现不同城市、不
同国家之间的货物快速流转，
有效拓宽机场货运航空网络。

同时，常州机场持续推进
“全程无忧”服务品牌创建，比
如抽调业务骨干，成立了“丹
玉”班组，为进出港旅客提供一
站式、一体化和全流程的地面
服务；全面启用二维码电子登
机牌过安检与登机服务；推出

“阳光转盘”行李运输“直播”服
务；牵手携程网实现空铁联运
销售平台一站式购票服务；正
式启用经开区城市候机楼，机
场城市候机楼数量达 8 个，进
一步完善了机场专线班车的运
输网络，更好地方便乘机旅客
出行。

（机场宣 马静）

同比增长3成多

常州机场去年旅客吞吐量超332万人次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8
日，常州市福利院里迎来了一

群民营企业家，他们带着满满
的年货，把祝福和温暖送到了
弱势群体和老人的身边。

这些爱心企业家来自各行
各业，都是常州市民营企业家
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千（9）
班的同学。目前课业早已结
束，同学们本想在元旦期间组
织联谊活动，但班长易超提议，
将计划用于联谊活动的班费用

于对福利机构的爱心捐赠。这
一提议立刻得到了同学们的积
极响应。

在常州市福利院里，企业
家们送来的水果和农副产品
在常福颐养园门前垒得高高
的。随后，爱心企业家们还将
年货送到了天宁区丽华老年公
寓。

（谈必行 文 陈娟 摄）

市福利院来了一群民营企业家

用联谊的钱置办年货献爱心

常州大剧院新春演出季将带来多场精彩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