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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
溧阳市昆仑街道杨庄村的邱道
圩干字河，该村村级河长杨宁俊
告诉记者，如今河两边种满了芦
苇和再力花，河里栽种着荷花和
春草，主要用途就是净化水质。

“近年来，我们通过利用池塘养
殖水和内河干字河河水的内部
循环，不仅改善了水质，螃蟹产
量还得到了提高。”

据悉，水产养殖是杨庄村的
支柱产业，这里主要养殖螃蟹和
青虾，杨庄千亩特种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占地近 2000 亩，年产
量达 20 万公斤。杨宁俊介绍，
合作社的养殖区域联通着干字
河，干字河直通中河，最终中河
水汇入太湖。“原先，养殖户环保
意识较弱，在盲目追求技术方法
的同时忽略了水质。每年夏天，
干字河会大面积地爆发蓝藻，养
殖水也会因为富营养化而影响
产量。2014 年起，我们通过在
干字河种植水生植物、和农科站
合作对农户进行养殖培训等来
加大对水质的改善力度。其中
最主要的是在用药方面实现转
变。培训过后，养殖户用药从以
杀菌为主变成调水为主。水质
好了，产量也增加了一倍。”

此外，杨庄村还在干字河和
中 河 的 交 汇 处 建 设 了 一 个 泵

站。杨宁俊说，泵站的主要作用
就是在非汛期的时候关闭闸门，
阻断干字河和中河的流通，以保
证养殖区域和干字河形成内部
循环。与此同时，合作社内共有
68户养殖户，各养殖户都在自家
的养殖范围内建起了小泵站，负
责把干字河的河水重新抽回池
塘。“这样一来，便形成了养殖尾
水排入干字河，通过水生植物净
化后，农户再从河里抽回池塘的
循环利用模式。”

“形成这样的模式后，这三
四年内，蓝藻再也没有爆发过。”
杨宁俊说。

杨庄村共涉及 7 条村级河
道，近年来，村里逐步对各条村
级河道进行了治理。如原先朱
家埠河杂草丛生、淤泥堆积，村
委协同街道一起对该河进行了
清淤和清草工作，如今，朱家埠
河与其他村级河道一起，由原先
的五类水，提高到了三类水至四
类水。
（河长办 董逸 文 夏晨希 摄）

溧阳杨庄村利用养殖水和内河水形成内部循环

水质改善了，螃蟹产量也提高了

本报讯 4 月 4 日上午 10
点，由常州市钟楼区西林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主办的“第二十
届文化艺术节暨首届民俗风情
展示周活动”，将在西林公园正
式启动，本次活动以“礼赞新中
国 奋进新时代”为主题，历时
四天，融传统性、娱乐性、时代
性、艺术性、民俗性为一体。

自 2000 年起，西林街道每
年都举办一场文化艺术节，历
经多年打磨，艺术节已经成为
西林人的文化盛宴、艺术盛会。

本届艺术节，戏曲依然是
主打，观众们既能欣赏到耳熟
能详的家乡锡剧，还能看到越
剧、沪剧等折子戏的经典选段
及戏曲联唱，参与表演的人员
也大多是西林街道戏曲艺术团
的“草根”演员和戏曲爱好者。

除部分歌曲外，本届艺术
节大部分作品都是街道艺术爱
好者自己创作编排的，如相声

《西林有戏》、音诗画《春满西
林》《锦绣梨园》等。《锦绣梨园》
融合了现代舞的各类技巧型动

作，还有戏曲名家与票友们演
唱的京剧、越剧、沪剧、锡剧等
经典唱段。

4 月 7 日正逢农历三月初
三，三月三的庙会也是西林民
间传下来的，今年的文化艺术
节将首次增加民俗风情展示的
内容，创新三月三庙会的内容，
将集中展示糖人、面人、烙画等
民间艺人传统手艺，并举办画
脸谱、十字绣等民俗文化体验
活动。

（陈苹 胡艳）

4月4日至7日，相约西林街道第20届文化艺术节

西林公园看大戏，民俗庙会趣味多

本报讯 4 月 2 日是“世界孤
独症关注日”，4 月 1 日下午，常
州市文化馆和常州市蓝海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共建的文化服务
基地和志愿服务基地揭牌，市文
化馆为蓝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孤独症孩子们开设的免费特色
艺术课程，也于当天正式开课。

据悉，特色艺术辅导课程包
含美术、书法、非洲鼓等，专为孤
独症孩子们开设，每周由文化馆
老师送课两次，同时不定期开设
融合课程，让孤独症孩子们与普
通学校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
下半年还将为孩子们的画作举
办巡回展览，并提供各种演出平
台，让更多市民了解、关注这个

群体，让孤独症孩子更好地融入
社会。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市文化
馆在关心服务孤独症、脑瘫儿童
及残障人士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文化馆的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
定期给多所康复中心以及残障
人士艺术团体进行艺术辅导，带
领他们走上市级、省级乃至国家
级的舞台。还多次给残障孩子
们举办画展，将孩子们的画作印
成明信片寄往世界各地。去年，
文化馆的老师就曾携常州第一
支由残疾人组成的轮椅舞蹈队
走进中央电视台《幸福账单》栏
目。

（季旻孜 刘懿）

为孤独症孩子开设免费艺术课

本报讯 近日，中国抗癌协
会与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联合
举办了乳腺癌患者教育会议，
与会的乳腺癌患者近200名。

会议中，乳腺外科主任方
琦、副主任杨澜，康复科医师张
翔，肿瘤科中医师李东分别做
了《关爱生命驾驭自己》《乳腺
癌内分泌治疗》《乳腺癌术后上
肢淋巴水肿的康复处理》和《乳
腺癌患者的饮食宜忌》系列科

普讲座。患者们听得意犹未
尽，会后围住各位专家，希望解
答心中疑惑。

方琦表示，乳腺癌是女性
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但相
比其他恶性肿瘤，预后很好，得
病后不必太灰心，应该接受正
规治疗，终身随访。有条件保
乳的乳腺癌患者，保乳手术的
预后并不比乳房切除的差，不
必过分担心。乳腺癌治疗除了

手术和化疗等，坚持吃药（可内
分泌治疗的患者）也很重要，不
能掉以轻心。乳腺癌术后要注
重患肢的康复锻炼，上肢水肿
的防治，必要时可就诊康复科。

得了乳腺癌，也不必将以
前的饮食习惯全盘否定，只需
要将一些不良习惯改掉就好。

“只要不吃童子鸡，鸡蛋和老母
鸡是可以吃的。”方琦说。

（冯凯 赵霅煜）

中国抗癌协会与市一院联合举办乳腺癌患者教育会议

得了乳腺癌，不必太灰心

本报讯 日前，常州苏宁易
购以旧换新公益行动发布会在
新北万达广场举行，活动主题
为“焕新生活 幸福常州”。在
该活动启动的 10 天中，共回收
了 700 台旧家电，活动范围辐
射至常州周边各乡镇。

在此次发布会上，常州苏宁
易购提出以旧换新公益行动三
大计划：免费拖机计划、以旧换
新三重补贴计划、服务锦鲤计
划。会上，常州苏宁易购同步公
布了市民参与以旧换新的所有
渠道，包括常州苏宁101家门店

（10家常规店、9家超市店、41家
直营店、41家小店），并联合老社
区设置收旧点以及苏宁易购
App、常州苏宁官方微信等。

据了解，苏宁易购还会在
全国 167 个地级市开展“以旧
换新-千镇万乡计划”，活动范
围涵盖了大部分品类，如空调、
电视、洗衣机、冰箱、热水器、油
烟机、灶具等，同时手机、数码、
电脑产品也同样在此次以旧换
新的活动范围之中。此外，苏
宁联合美的、康佳、创维、海信、
华帝、方太、惠而浦、法迪欧、长

虹、TCL 等知名品牌家电，给顾
客带来多重补贴。

常州苏宁“以旧换新”项目
负责人表示，此次“以旧换新-
千镇万乡计划”是面向农村乡镇
消费者的一次产品和服务换新，
尽可能地帮助消费者减轻经济
压力，在补贴力度和售后服务上
都有很大提升，旧家电最高补贴
600元。而市民在购买新机时，
不但可以使用收旧费用还能以
更优惠的价格购买到新机，真正
实现旧家电换“新颜”。据悉，该
活动将持续全年。 （周静）

苏宁以旧换新，旧家电最高补贴600元

本报讯 首届医院人文品
牌建设峰会日前在常州举行，
来自全国各大医院品牌建设分
管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 600
余人齐聚龙城参加盛会。

近年来，常州市卫健系统
以人文优化服务，打造医院文
化阵地，形成医院人文氛围，激
发医务工作者在解除患者病痛

的同时，给予患者尊重、理解、
关爱。以人文提质量，借助“互
联网＋医疗”优化就诊流程，依
托特色品牌项目提升服务能
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
便捷的卫生健康服务。以人文
促管理，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
化管理转变，将人性化管理与
制度化管理相结合，注重医院

职工人文关怀，营造了尊医重
卫的良好执业环境。

本届大会由中国生命关怀
协会主办，常州市卫健委和常
州市医学会共同承办。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中国
医院人文建设蓝皮书》，这是全
国第一部医院人文建设指导用
书。 （卫健宣 汤怡晨）

首届医院人文品牌建设峰会在我市举行

干字河里种着不少用于净化水质的水生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