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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匠心 做快餐
888117114008800400

85307808
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旺顺

转让奇石
因厂房拆迁，想为收藏的奇石找
个好娘家如有缘本人愿忍痛转
让。（有条件存放喜欢收藏的企
业老总请与我联系）非诚勿扰。
联系电话：13812637320周先生

便民信息 遗失声明

�常州简高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高珺）一枚，
编号:3204115064098，声明作
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奇石转让

搬家服务 天辰人力外包服务
本公司可提供大量加工厂基础岗位人员，提供

完善的外包服务，为用工企业提供一揽子人力资源
解决方案，用工薪酬灵活。适合机加工、服装加工等
其他服务性行业用工。欢迎有大量用工需求的企业
来电咨询。联系人：颜先生，13861097167

0519-86685553 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报业大厦南楼311室综合信息

有房出租
出租仓库、冷藏、物流中转、标准
车间、行政大楼。配套设施齐
全，地址：常州河海东路1～3
号，沪宁高速、青洋高架出口
500米，不受物流禁区限止。
联系人电话:赵18018255810

招租转让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常州铭鎏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20年 5月 25日下午 2点在怡康机电广场
1-1208室 拍 卖 罚 没 物 资 含 硫 量 不 符 合
GB19147-2016标准的柴油一批。竞买人需
提供相关资质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料，
与拍卖日前一天交付拍卖保证金。

展示时间：2020.5.21-2020.5.22日
咨询电话：13915078666顾女士
www.mingliupm.com

2020年5月15日

白马公寓交付公告
尊敬的白马公寓业主：

我司开发的白马公寓项目15#、16#、17#
楼，2345#车库将在2020年5月26-31日进行交
付手续的集中办理，请各位业主根据您收到的
《交付通知书》中规定的时间，携带相关材料前
来办理交付手续。

恭贺您迁居志喜，万事如意！
咨询电话：0519-85850000

常州绿洲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常州市万昌商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404MA1T68RR21，副本
编号：320404000201710260158，
声明作废

�常州市万昌商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
再继续使用

�常州市新城光大热处理
有限公司遗失苏DEW099
道路运输证，证号:苏交运
管常字12411387号，声明
作废

一、管制时间：2020年5月18日零时~
2020年12月31日24时。

二、管制路段：X306县道朱林集镇段
（S340~红旗新桥段）

三、管制措施：管制路段实行半通车半
封闭施工，管制期间禁止大中型客货车通
行，行人和小型客货车按照指示标志通行。

特此通告,施工期间给大家带来不便敬
请谅解。

X306县道（S340~红旗新桥）
段交通管制通告

常州市金坛区交通工程建设管理处
常 州 市 金 坛 区 朱 林 镇 人 民 政 府
常州市金坛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15日

本报讯“再渺小的星光也
有属于他的光芒/再弱小的蓓蕾
终有一天会绽放/坚定彼此目光
别低估你我的能量/梦想会在不
经意间展开翅膀⋯⋯”5 月 17 日
是第三十个全国助残日，在助残
日前夕，由全国 20 余位盲人原
创并录制的歌曲《点亮梦想》陆
续在各线上平台发布，展示新时
代盲人音乐人的形象。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助残
脱贫决胜小康。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一系列残疾人帮扶政策的
出台，残疾人也有了更高的精神
文化需求。《点亮梦想》的创作，
正是生动的写照。

这首歌曲录制的发起人，名
叫李广洲，来自河北秦皇岛，他
也是这个视障音乐团队的团长，

《点亮梦想》由他作曲并担任制
作人。据李广洲介绍，这首歌的
编曲、后期混音，全部都由盲人
独立完成。因为这首歌是在疫
情期间录制的，因此大家没能去
录音棚。虽然大部分的演唱者
都是在家用手机录制的，但丝毫
没有影响到歌手们的积极性，他
们想通过这样的作品向社会表
达：盲人是可以用音乐服务社
会、回报社会的，他们可以像正
常人一样创作出动人的音乐。

常州市盲人协会主席何静

洁也参与了歌曲的录制。
2019 年，何静洁参加了由

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长春大
学主办，长春大学音乐学院承办
的“特殊音乐表演艺术人才”培
养项目，与李广洲结缘。30 位
来自全国各地、有表演才能的残
疾人相聚在一起，开启了为期一
个月的培训，李广洲是当时的班
长。相聚虽短暂，但 30 位同学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还建了
个群，时时在群内交流想法。原
本，他们想在今年的全国助残日
期间推出这首歌曲，无奈疫情打
乱了录制的节奏。

何静洁说，后来，大家临时
组建了一个乐团，决定在线上录
制。“我当时也挺愁的，没有话
筒，没有录音棚，效果肯定不好，
不过在群里，大家教了我方法。”
何静洁说，她就拿着手机，在家
里找了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一
开始蒙着被子录制，自己听下来
不行，李广洲又教她打开衣柜，
对着衣服唱，就这么来来回回录
了两天，才终于通过。“我一共就
唱了三句话，独唱一句，另两句
都是和声。”

问起他们的梦想时，何静洁
说 ，大 家 希 望 这 首 歌 能 成 为
2022 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的
宣传歌曲。 （吴燕翎 吴斐）

20余位盲人创作录制原创歌曲《点亮梦想》，我市盲协主席何静洁是其中一员，她说，大家的梦想是——

希望这首歌能成为2022冬奥会宣传曲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为
方便采菱家园居民出行，16 日
起，公交 217 路将进行优化调
整。

调整前的 217 路，由东升
村始发，经东升路、人民路、江
村路、轻纺路、青洋路、广电路、
凤凰南路、G312、青洋路、离宫
路、凤凰路、中吴大道、和平路，
至和平路延陵路路口后，单向
环绕延陵路、文化路、和平路返
回。沿途停靠江苏亚泰、青洋
路轻纺路、广电路青洋路、凤凰

路广电路、江村庵、永宁寺西、
中村、离宫路青洋路、凤凰路离
宫路、中吴大道凤凰路、蔷薇
园、中吴大道丽华路、丽华二
村、中吴大道龙游路、富强村、
中医院南院、清凉新村、和平路
清凉路、同济桥北、青果巷（农
业银行）等站。

由于轨道交通 2 号线文化
宫站施工，文化路尚不具备公
交车辆安全通行条件，故现阶
段对 217 路实行临时调整，具
体方案为：由东升村始发，按优

化调整后线路行驶至和平路清
凉西路路口后，单向环绕清凉
西路、塑纺路、劳动路、和平路
返回。临时撤消“和平路清凉
路”“同济桥北”“青果巷（农业
银行）”双向停靠站、“文化宫”
西行停靠站，临时调整路段增
设“清凉寺”西行停靠站、“华海
城市花园东”北行停靠站、“常
州电脑城”东行停靠站。

217路调整后投放车辆、票
制票价均保持不变。

（杭汉军 刘懿）

明天起 公交217路优化线路行驶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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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公招、投诉）

86616797

还记得 2018 年中了支付
宝亿元大奖、引发千万网友转
发求好运的“中国锦鲤”吗？两
年后，中国体育彩票将掀起一
股全新的“锦鲤”时尚。体彩顶
呱刮全新票种“锦鲤”携“鸿运”
来袭，5 月 15 日起开启“购彩遇
锦鲤 好运又有礼”活动，好运、
惊喜等着你。

体彩“锦鲤”系列即开票共
包含 5 元、10 元、20 元三种面
值。其中，5 元票面主形象为

“龙凤锦鲤”，寓意着龙凤呈祥，
最高可中 10 万元；10 元票面以

红色为背景，主形象为“红白锦
鲤”，寓意着前程似锦，最高可
中 25 万元；20 元票面主形象为

“黄金锦鲤”，极具奢华感的黑
金色调，最高可中 100 万元。
三种票面均采用金属墨工艺，
设计风格时尚清新，金袍加身，
突显栩栩如生的锦鲤形象，尽
展锦鲤气质，极具收藏价值。

从 2020 年 5 月 15 日 至 6
月 21 日，伴随着“锦鲤”系列即
开票的上新，江苏购彩者可以
乐享两重好礼。

第一重好礼：活动期间，您

在体彩实体店购买任意面值的
“锦鲤”系列即开票（5元、10 元、
20 元），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 鸿 运 ”字 样 ，即 可 获 得 面 值
1000元苏宁卡一张。

本次“鸿运”活动奖品共计
8000张，如6月21日23∶59∶59
前奖品派送完毕，则活动提前
结束。如果您购买的“锦鲤”系
列即开票幸运刮出了“鸿运”，
请在完成奖金兑付后（如有），
刮开保安区覆盖膜，通过下载

“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或
“中国体育彩票”App扫描票面

保安区二维码，即可按提示完
成兑换。

第二重好礼：活动期间，若
您购买“锦鲤”，刮出“如意”字
样，即可获得 300 元礼品一份，
中奖票江苏全省通兑。

作为公益体彩大家族的一
员，自 2008 年上市以来，体彩
顶呱刮即开票就承担着公益责
任。购彩者每购买一张面值20
元的即开票，将有4元进入体彩
公益金，这些公益金被广泛用
于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在积极履行责任的同时，即开

型体育彩票也在不断为大家带
去快乐、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坚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给购
彩者带来新鲜体验和更多惊
喜。欢迎想要体验新票乐趣的
朋友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

彩轩

“购彩遇锦鲤
好运又有礼”活动今日开启

近日，在金坛区薛埠镇洮
湖-方麓 110 千伏线路迎峰度夏
项目施工现场，国网常州供电公
司 员 工 正 在 现 场 开 展 放 线 施
工。该工程线路路径长 16.901
公里，因施工现场位于茅山老
区，沿线树木和茶田较多，为减
少对当地植被的影响，该工程全
线采用张力放线，即导线不落
地，以最大限度减少对沿线交叉
跨越的影响。据了解，该工程预
计6月中旬可投运送电。

夏晨希 秋冰 图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