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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11 年 前 的 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拉开了
大幕，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中国人
的体育热情。为了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强身健体需
求，2009 年，国务院将每年的 8
月 8 日设立为“全民健身日”，将
健康向上的大众体育精神传达
给公众，推广健康生活的理念。
昨天，我市举办 2019 常州市“全
民健身月”启动仪式，以精彩纷
呈的全民健身活动，欢度全国第
11 个“全民健身日”，同时拉开
常州市第二个“全民健身月”和
常州市广播操、工间操展演活动
的帷幕。副市长陈正春出席启
动仪式并致辞。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政府、
社会、个人协同推进机制，广泛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身体素质。我市基本
建成了覆盖城乡的五级公共体
育设施网络，努力打造百姓身边

“10 分钟健身圈”，让想健身的
群众有适当的场所；建立健全群
众身边的健身组织，把 1300 多
家体育组织延伸到群众身边，让
想健身的群众加入到体育组织
中；连续六年实施政府购买公共
体育服务，今年更是通过网络投
票形式推出了 38 项群众赛事活
动，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体育活
动中；积极探索体医融合新模
式，举办运动处方师培训班，试
点建设运动健康指导门诊，实施
慢病运动干预项目，让更多的群
众了解科学运动方法。据悉，我
市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等主要指标均位居全

省前列。
今年 3 月，市体育局推出了

“慢病人群运动干预”体育惠民
项目。启动仪式上，市体育局
为参加首期“慢病运动干预”项
目并达到运动处方要求的市民
颁发“运动健康积极分子 ”证
书。据了解，本次体育惠民项
目通过体检及运动功能测试筛
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共征
集志愿参加运动干预的早期二
型糖尿病、高血脂、超重肥胖三
类慢病志愿者 265 人，通过运
动处方指导进行为期三个月的
慢病运动干预，其中达到每周 3
次以上要求并进行跟踪复测的
有 212 人，出勤达标率 80%，体
质 健 康 指 标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改
善。其中，超重肥胖组 107 人
中，有 39 人通过运动干预肥胖
指标恢复正常，61 人指标有不
同程度改善，效果最显著的市
民张女士三个月减少脂肪 13 公
斤；高血脂组 58 人中，有 8 人指
标恢复正常，其余市民中 44 人
指标有不同程度改善；血糖异

常组 47 人中，有 16 人指标恢复
正常，其余市民中 24 人的指标
有不同程度改善。

启动仪式上，我市的世界冠
军姜佳音、健身达人张建国、最
美社会体育指导员李志燕分别
讲 述 了 自 己 与 常 州 体 育 的 故
事。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代表
队、田家炳初级中学代表队、天
宁区机关代表队、运控电子有限
公司代表队等 4 支队伍进行了
广播操、工间操展演。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民健
身月”活动期间，我市将举办精
彩纷呈的群众体育活动百余场，
常州奥体大家庭各场馆、清潭全
民健身中心等市属体育场馆将
推出市民优惠办卡活动，相关信
息可通过“常州体育”微信公众
号进行了解。
（常体 郑雨露 文 夏晨希 摄）

2019常州市“全民健身月”活动昨日启动

百余场群众体育活动将在本月举行

2019常州市“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上的展演

本报讯 昨天，我市召开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群众歌咏大会协调会。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陈涛强调，此次歌咏大
会要进一步激发全市人民爱党爱
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掀起群众
性庆祝活动的热潮，激励广大党
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
有为、建功立业，把爱国奋斗精神
转化为实干拼搏行动。

副市长陈正春主持会议，市

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徐伟
南出席会议。

此次歌咏大会由市委、市政
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常州广播
电视台、市总工会承办。歌咏大
会以“寻梦、逐梦、圆梦”三个“共
筑中国梦”的典型意象为依托，
全面串联起常州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改革开放、走进新时
代三大历史阶段的发展成就与
光辉实践，呈现出“种好幸福树、

建好明星城”的美好生活愿景。
据悉，此次歌咏大会以中宣

部遴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优秀歌曲 100 首”
为主体内容，辅以部分呈现常州
红色基因、文化特质和发展业绩
的原创作品，做到主题性、思想
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此次
歌咏大会参演人员近 6000 人，
将于国庆前夕在常州奥体中心
体育馆举行。 （常宣 谢韵）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市将举行群众歌咏大会

本报讯 日前，国家统计
局常州调查队公布的住户调
查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常州
市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14804.9 元 ，同 比 增 长
7.9%。衣食住行、文教娱乐、
医疗等八大类消费，呈现全面
增长格局。

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交

通通信类支出增长最快，同比
增长9.1%；教育文化娱乐类增
长 9%；居住类增长 8.8%；医
疗保健类增长 8.4%；生活用
品及服务类增长7.6%；食品烟
酒类增长 6.7%；衣着类增长
6.7%；其他用品和服务类增长
5.3%。

（徐燕 马静）

今年上半年常州居民

生活消费支出增长7.9%

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
局常州调查队公布的一份住
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常州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4999.6 元，同比
增 加 1896.2 元 ，同 比 增 长
8.2%。

调查显示，居民家庭四项
可支配收入呈现全面增长态
势，工资性收入对居民家庭收
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其中：工资

性收入 15733.4 元，同比增加
1175.8 元，增长 8.1%，对居民
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62%。经营净收入 3945.1 元，
同比增加 290 元，增长 7.9%，
贡献率为 15.3%。财产净收入
1899.4 元，同比增加 155.2 元，
增长 8.9%，贡献率为 8.2%。转
移净收入3421.7元，同比增加
275.3元，增长8.7%，贡献率为
14.5%。 （徐燕 马静）

今年上半年常州居民四项收入全面增长

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5万元
同比增长8.2%

本报讯 8 月 4 日下午，钟
楼区永红街道妇联、关工委举
办了以“传承爱国精神 争做三
有新人”为主题的少年儿童戏
剧节活动。

活动现场，孩子们表演了各
种各样的节目，有爱国诗歌朗
诵，有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情景剧
表演，也有阐释《未成年人保护
法》的小品，还有一群“来自星星

的特殊孩子”，用他们特有的方
式表达对祖国无限的热爱。

两位永红街道的老兵——
86 岁高龄、1951 年入伍的杨九
龄和 1968 年 3 月入伍的李富
祥则为大家讲述了他们的过往
参军经历。孩子们帮老兵戴上
了红领巾，表达对老一辈的由
衷敬意。

（黄乃君 胡艳 图文报道）

永红街道举办少年儿童戏剧节

昨天下午开始，天气就转
为了多云，加上近日不时传来
台风的消息，似乎有了点暴风
雨前宁静的意思。

七夕开始，出现了今年第
10 号台风“罗莎”与 9 号台风

“利奇马”、8 号台风“范斯高”
共舞的情况。三个台风同时出

现并非偶然，从 2000 年到 2017
年，西北太平洋共出现过 14 次

“三旋共舞”的现象，基本每 1-
2年就会出现一次。

这其中我们最关注的的还
是 9 号台风“利奇马”，预计其
10 日白天将在浙江中北部一
带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浙江

近岸海面北上。而受“利奇马”
影响，我市 10-11 日将出现强
风雨天气，风力将增强到 6 级，
阵 风 7- 9 级 ，江 河 湖 面 阵 风
10-11 级，雨量可达暴雨，局部
大暴雨，大家要及时做好各项
防御工作。

尹梦真

（小编聊天）这个周末，交给台风安排

本报讯 随着我市阳湖西
路施工结束，常州公交于 8 月 9
日起恢复 74A 路、272 路公交

原行驶路线，同步恢复相应公
交停靠站点。

（杭汉军 马静）

74A路、272路公交恢复原线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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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