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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常州市名优农产品展播第十一届常州市名优农产品展播
为进一步展示常州名优农产品形象，提升品牌知名度，常州市名优农产品认定委员会办公室将在本报推出“常州名优农产品展播”系列报道

“玉莲”牌白茶
溧阳市玉莲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
产的“玉莲”牌白茶生
长于天目山余脉的南

山天然富硒土壤，小气候独特，氨基酸含
量高，而茶多酚含量低。玉莲白茶得天
地之灵气，集花草之精华，融清、雅、洁于
一身，品质特异，营养丰富，色、香、味绝
佳，实为茶中珍品。获中茶杯特等奖，陆
羽杯特等奖。

“鑫”牌天目湖白茶
溧阳市天目湖

龙鑫农业生态园生
产的“鑫”牌天目湖
白茶严格按照“天目
湖白茶”生产的地方
标准组织原料鲜
叶。受到消费者的广泛喜爱和好评，获中茶
杯一等奖、陆羽杯一等奖。于2012年被国
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
品牌”。

“周成金泉”牌白茶
溧阳市金泉生态科技园有限公司生产

的金泉白茶，原料
均来源于本场有机
食品白茶生产基
地，每年选用3月底

4月初白化的一芽一叶、一芽二叶嫩芽为
原料，经独特工艺精制成的高档用茶。“周
城金泉”牌白茶氨基酸含量丰富，茶多酚含
量又较少。其栗香馥郁，汤色鹅黄明亮，茎
脉翠绿，滋味鲜爽，回味甘甜。

“天目玉园”牌白茶
溧阳市天

目湖玉园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生产的天目玉

园白茶外形细秀略扁，色泽绿润，透显
金黄；内质香气栗香馥郁；汤色鹅黄，清
澈明亮；滋味鲜爽且醇，叶张玉白，茎脉
翠绿。可谓色、香、味俱全，深受广大消
费者的喜爱。获陆羽杯一等奖、上海国
际茶文化节金奖。

4 月 2 日，常州市
军休服务管理中心组
织30余名军休干部来
到夏溪花木市场，学习
绿植培育和园艺技术，
以别样的方式感受春
的气息，为生活增添一
抹绿意。

沈春静 吴燕翎
图文报道

军休干部体验园艺

本报讯 演唱会、
音乐会、交响乐、芭蕾
舞剧、明星版话剧⋯⋯
本月，常州大剧院戏剧
舞蹈演出季荟萃各类
艺术，观众可以在家门
口饱览来自哥伦比亚、
墨尔本、意大利等地的
作品，喜爱艺术的市民
可不要错过了。

其中，以“我和我
的祖国”为主题，八只
眼演唱组献礼祖国 70
华诞演唱会将于 4 月 6
日登场；音乐之声·龙
声华韵经典电影金曲
系列作品视听音乐会
将于 4 月 11 日亮相 ；
此外，4 月 21 日，由澳
大利亚墨尔本抒情歌
剧院带来的莫扎特经
典四幕歌剧音乐会《费
加罗的婚礼》，以及 4
月 28 日“今夜无人入
睡”意大利圣雷莫交响

乐团歌剧歌曲音乐会，
都将让乐迷们一饱耳
福。

舞台剧也是名家
好戏扎堆：4 月 14 日，
哥伦比亚国家芭蕾舞
团带来的芭蕾舞剧《堂
吉诃德》将展现名著魅
力，4 月 19 日，林兆华
担任艺术总监、徐小朋
担任编剧和导演的话
剧《爸爸的马拉松》喜
剧包袱层出不穷，温情
与荒诞并存。4 月 24
日的明星版话剧《戴茜
今晚嫁给谁》汇集严晓
频、马之秦、张复建、祝
萌、古尼卡·阿思瓦等
著名演员，探讨最近的
话题热点“原生家庭”。

（吴蕾 刘懿）

家门口就可欣赏世界各地精彩演出

常州大剧院四月好剧多

话剧《爸爸的马拉松》

第十届常州市牡丹花展系列活动一览表

本报讯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
节动“龙”城。由常州市委宣传部、常
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园林局）联合主
办，常州东坡公园承办的第十届常州
市牡丹花展将于4月7日至5月4日精
彩呈现。

本届花展将展出牡丹
70余个品种，共5000多株

本届花展以牡丹文化、东坡文化
为核心，以国内外优质牡丹为媒介，展
示东坡公园敞开十周年以来的建设历
程，再开牡丹花展新风貌，让游客“沉
醉至美国色，徜徉人文雅艺”，在缤纷

多彩的活动中审美、求知、寻乐。
东坡公园牡丹园是目前常武地

区栽培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花色花
型最丰富的牡丹园。本届花展以东
坡公园牡丹园为依托，展出牡丹涵盖
九大色系、十种花型，70余个品种，地
栽及盆栽精品牡丹共 5000 余株，展
出规模为历届之最。地栽牡丹群落
主要集中于牡丹园及半月岛仰苏阁
周边区域，使游客充分领略牡丹的别
样风情。

本届花展，市民游客将欣赏到各
具特色的优质牡丹：菊花型的“玉芙
蓉”如含羞少女，腮带桃花，楚楚动
人；深紫红的“首案红”花型饱满，形

似皇冠，富丽娇艳；绣球花型的“春
柳”翠如碧玉，清新可人，花期极长；
多花品种“赵粉”作为牡丹中的四大
名品之一，花色粉红，芬芳怡人；花型
奇特的“罗兰美人”清雅依旧，花粉色
带紫晕，如西域少女，翩翩起舞。

本届花展，高 3 米左右
的西北“紫斑”将首次亮相

据了解，本届牡丹花展上，8棵高3米
左右的西北“紫斑”牡丹将首次亮相。此
类株型的牡丹在常武地区属首次展出。

“紫斑”牡丹又名甘肃牡丹，为牡丹
四大品种群之一，主要分布于四川北
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太白山区）。

“紫斑”牡丹品种群是仅次于中原
牡丹品种群的第二大品种群，是中国
特有的濒危物种，也是珍贵的花卉种
植资源，属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紫斑”牡丹因花瓣基部有一个明
显的色斑而得名，所有品种的花瓣基
部有墨紫色或紫红色大斑点，花瓣较
厚，香气较浓；植株高大，长势强壮；耐
旱、耐寒性强，病虫害少，适应性广。
本届花展将展示桃花红、小娇红、粉荷
莲等“紫斑”牡丹品种，市民游客可在
东坡公园主入口和牡丹园内欣赏到

“紫斑”牡丹夺目的芳姿。

花展期间，公园还将推
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2019年，是东坡公园敞开十周年
的特别节点，恰逢常州市牡丹花展届
满十年，为此，东坡公园将以“常州东
坡公园敞开十周年”“常州市牡丹花展
届满十年”为主题，在园内抱月堂举办
图片展。

“北京胡同”作为我国传统建筑
群，蕴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
息。东坡公园携手刘海粟美术馆，在
园内仰苏阁举办“北京·胡同”主题摄
影展。馆内将展出日籍华人摄影家周
桥女士耗时多年，精心拍摄的北京胡
同、四合院风貌，以此展示居民现时的
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体现醇厚朴实、
真实深远的胡同文化。

与去年相比，常州黑牡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分会场展出牡丹规模更大，
品种更多，活动内容更为丰富。“黑牡
丹”常州科技园将展出牡丹420株，30
余个品种，并举办“2011-2018”历届
牡丹摄影展、诗词大会、青年联谊会等
活动。“牡丹·三江公园”分会场也将举
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牡丹文化，传
播牡丹科普知识。

（司雯 吕洪涛 朱臻 图文报道）

沉醉至美国色，徜徉人文雅艺

今年牡丹花展，将首次展出3米高“紫斑”

序号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活动名称活动名称
“盛世牡丹，东坡雅韵”

（开幕文艺演出）
汉服佳丽游园，
古典民乐演奏

温馨义卖，真情关爱

“国色天香镜中画”
第九届“黑牡丹杯”常州

市牡丹花摄影大赛

东坡公园“双十”图片展

“北京·胡同”
主题摄影展

东坡公园市民管理
委员会专场演出

“五彩花艺，斑斓生活”
插花讲座

“玩转牛仔布”
牛仔手工制作

靛蓝草木染活动
个性胸章涂鸦DIY
“黑牡丹”科技园

分会场活动
（历届牡丹摄影展、

诗词大会、青年联谊会）
“牡丹·三江公园”

分会场活动
（牡丹摄影大赛、

牡丹科普知识宣传）

时间时间
4月7日

9∶30—11∶00
4月7日

9∶00—11∶00
4月7日

下午1∶30

4月7日—
5月4日

4月5日—
5月4日

4月5日—
5月4日

4 月 14 日、21 日
下午1∶30
4月13日
下午2∶00

4月7、13、14日

4月7日—
5月4日

4月7日—
5月4日

活动地点活动地点

园内仰苏阁广场

园内牡丹园及周边
地区、半月岛

园内仰苏阁广场

常州东坡公园

园内抱月堂

园内仰苏阁

园内仰苏阁广场

园内抱月堂

园内龙亭
临水平台

天宁区
龙锦路510号

新北区环球港北、
通江路与新苑三路
交汇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