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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的夜晚，通江路
一盏接一盏的路灯从南至北
延伸，当你远远瞧见霓虹下的
那个摩天轮时，便迈入了龙虎
塘的夜。

这个夏天，龙虎塘的夜，
注定要不平凡。为有力助推

“六稳”“六保”，积极响应国家
“大力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号
召，助力“文旅休闲明星城”建
设和擦亮“龙城夜未央”常州
夜生活品牌，2020 年 7 月 17
日，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
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醉
美高新夜 精彩龙虎塘”将华
丽绽放。街道以江南环球港作
为主阵地，通过集聚一批有
料、有趣、有个性的商家、业态
和展陈，让老百姓在吃喝玩乐
购的同时，感受“最抚凡人心”
的城市烟火气。

常州市委书记齐家滨说，
建设文旅休闲明星城，要瞄准
标杆对标一流，补齐城市旅
游、夜间经济、淡季旅游短板，
在产业贡献度、游客满意度、
城市美誉度上争一流，使常州
成为国内外极富吸引力的旅
游目的地。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持续
向好，加快“苏醒”的常州，正
发力打造“龙城夜未央”的夜
生活品牌。抢抓“夜经济”，点
燃经济新引擎，激发内需增长
新活力，龙虎塘嗅觉敏锐，迅
速行动。街道在今年提出“醉
美高新夜 精彩龙虎塘”区域
夜间经济品牌的发展思路，以

“悦读、韵动、风味、享购”四大
板块，积极打造龙虎塘专属的
夜生活名片。其中，通过启动
2020“激情之夏”子活动——

“龙虎夜里厢”首届夜生活节，
着力打造龙虎塘夜间文旅消
费集聚区，进一步激发文旅市
场活力，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以前大家对于“夜生活”的
定义，可能就是先一轮逛街、酒
吧，再一轮烧烤、火锅、大排档，
一路奋战到凌晨后，拖着疲惫
的身躯，回去倒头大睡。

而“龙虎夜里厢”首届夜
生活节，为“夜生活”增添了新
的注脚。这里有老常州的腔
调，也有新时尚的摩登。从 7

月 17 日至 8 月底，“龙虎夜里
厢”夜生活节将围绕悦读生活
夜、韵动不眠夜、风味美食夜、
享购畅玩夜等主题 IP，推出国
潮 Cos 快闪秀、极光常州首
秀、“潮粉龙虎榜”抖音秀、守
艺匠心·非遗文化展、文创市
集、汽 车 后 备 箱 市 集、“7.17
元、7.17 折、71.7 套餐”吃货节
秒杀、直升机夜游、夏季电竞
联赛、古风音乐会等活动，给
常州市民带去一场仲夏夜狂
欢。

夜经济既然是白天的延
续和补充，就应该在大同之
中，强调差异化和独特性。龙
虎塘将依托辖区特色资源，通
过打造“龙虎夜里厢”夜生活
节擦亮打响“精彩龙虎塘”夜
经济品牌，让生产、生活、生态
以自己的面貌鲜活起来，将龙
虎塘的夜，变得别样精彩迷
人，为龙虎塘注入更持久的生
机和活力。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
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龙虎塘

“有趣的灵魂”，就是它将“夜
生活”进行了全新的定义——
龙虎塘夜晚的情调风雅，会有
安逸舒适的一面，那是三江口
公园里老爷爷老奶奶安静散
步的模样；会有静谧雅致的一
面，那是秋白书苑里亮起的一
盏盏夜读小灯；她还有奔放热
烈的一面，那是环球港里一点
一点吃掉的夜色⋯⋯

龙虎塘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沁怡表示，街道希望以“龙
虎夜里厢”夜生活节为抓手，
建立政府搭台、企业主导、商
家唱戏、全民参与的夜经济模
式，通过延展消费空间、延长
消费时间进行商业再开发，促
进消费“旺起来”，市场“暖起
来”，商家的钱包“鼓起来”，百
姓的休闲文化生活“富起来”，
展现一个夜消费、夜休闲、夜
文化融合发展的越夜越精彩
的龙虎塘。这也是助推“六稳”

“六保”，建设文旅休闲明星城
的应有之义。

白天的燥热散去后，在这
样一个江南晚风沉醉的夜晚，
用吴侬软语道一句：龙虎夜里
厢，来白相噢！

吴燕翎 蒋铮 文 朱臻 摄

这个夏天，点亮龙虎塘的夜

龙虎塘夜间经济品牌华丽绽放：
“醉美高新夜 精彩龙虎塘”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文
明办获悉，我市将组织开展2020
年“七彩的夏日”系列活动，引导
全市广大未成年人在暑假里开
展有益有趣、丰富精彩的各类活
动，过一个健康、安全、文明、快
乐的假期。

据了解，2020 年“七彩的夏
日”系列活动，共有 48 项市级重
点活动，贯穿整个暑假。其中，
必选项目有 4 个，分别为常州市
中小学生生命、健康、公共卫生
安全教育网络知识大赛；“好书
伴我成长”读书活动；劳动实践

教育体验；阳光体育锻炼。自选
项目则包括全市未成年人成长
指导服务、2020年常州市暑期未
成年人“八礼四仪”之小讲解员
成长营活动、青少年系列思想道
德教育实践活动等活动。

（文明 郑雨露）

“七彩的夏日”系列活动助未成年人过好暑假

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随
着结束铃的响起，同学们总算能
松一口气了，这两天给足了面子
的“梅姑娘”也要“报复性”回归了。

受梅雨带摆动影响，包括本
周末在内，未来一周我市仍多降
雨天气，周六起阴有阵雨或雷

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12-15
日仍然有雨，其中 14-15 日雨量
可达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期
间还伴有短时强降雨、雷电，局
地 8-10 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气温方面总体比较稳定，最
高温在 28-30℃上下，最低气温

在22-24℃上下。
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小

伙伴们期盼的“出梅”还有点遥
遥无期。@中国气象爱好者说，
按照目前的数据，在 7 月 18 日之
前，副高都难以彻底北抬，短期
内梅雨还没法结束。 尹梦真

短期内梅雨无法结束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市
房屋安全和白蚁防治指导中心
获悉，近日不少市民反映家里多
了一群“不速之客”——一种不
常见的黑色飞虫。经该中心工
作人员鉴定，该虫为青革土蝽，
对人体没有伤害，不会传播疾
病，市民注意关闭门窗，可防范
该虫的侵袭。

青革土蝽属半翅目土蝽科
昆虫，体长7.5-10毫米，宽3.8-5
毫米，褐色至黑褐色，卵圆形，外
表看起来如拇指盖大小，前翅前
端革质、末端膜质烟色。该虫喜
欢聚集在窗缝处，特别是晚上开
灯的时候，通过各种缝隙进入屋
内，有的绕着灯飞，有的趴在墙
壁上，还有的在地面上爬行。

据了解，该虫属于“臭屁虫”的
一种，人为打死后会有一股难闻的
气味，这是因为其长有一种特殊的
臭腺。当“臭屁虫”受到惊扰时，它
体内的臭腺就能分泌出挥发性的
臭虫酸，臭虫酸经臭腺孔弥漫到空
气中，使四周臭不可闻。

该中心工作人员透露，土蝽
平时主要生活在草丛里、沙地上
或落叶层下，以植物的根和动物
的遗体为食，有些种类为害农作
物，在降雨或暴雨后的晴天里会
飞到地面上。对人体没有伤害，
也不会传播疾病。近期由于雨
水较多，且雨量较大，气温上升
快，所以出现土蝽飞入室内滋扰
市民生活的情况。该中心提醒
广大居民，平时注意关闭门窗，

以尽量阻止该虫的入侵。另外，
由于该虫腹部有臭腺，所以建议
市民在处理时尽量避免采取拍
死、踩死等方式，可以用扫帚将
其扫走或将其装入瓶内扔掉。
（王秀梅 任建文 刘懿 图文报道）

近日我市土蝽大爆发，对人体无伤害

市房安蚁防治中心提醒：注意关闭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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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口公园航拍夜景
本报讯 7 月 6 日，常州晚报

记者从市社保中心获悉，7 月起，
我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政策又
有新变化，主要涉及特定病药
品、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
和未成功续约的国家谈判药品。

特定病药品范围进一步扩大

为合理保障参保人员用药
的连续性、降低因药品调整对参
保人员用药负担的影响，自2020
年 7 月 1 日起，我市将部分药品
对应的同一通用名及剂型的药
品纳入我市特定病药品管理范
围，执行我市特定病药品政策。

新增的特定病药品一共有 8
种：利妥昔单抗、硼替佐米、来那
度胺、埃克替尼、达沙替尼、吉非
替尼、伊马替尼、阿比特龙，加上
之前我市已纳入特定病药品范
围的药品，我市共有特定病药品

29种，涉及商品名119个。

国家重点监控合理
用药药品调出医保目录

7 月 1 日起，根据国家、省相
关要求，我省将国家重点监控合
理用药药品调出《江苏省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此次调整共涉及10个品种：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脑
苷肌肽、奥拉西坦、磷酸肌酸钠、
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复合辅
酶、丹参川芎嗪、转化糖电解质、
胸腺五肽、核糖核酸Ⅱ。

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这10
种药品在我市市本级医疗机构的
使用人次达 26.8 万，使用金额达
3072.2 万元，阻碍了医保基金的
合理利用。这些药品的调出，使医

保药品目录结构更加优化。

谈判药续谈未成功
药品调出医保目录

7 月 1 日起，根据国家、省相
关要求，将 2017 年谈判准入，但
在 2019 年续约谈判中未成功的
药品调整出《江苏省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
录》，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这些药品包括：托伐普坦、
拉帕替尼、氟维司群、重组人干
扰素 β-1b，在目录内基本都有
类似或疗效更好的药物可供替
代。 （吕洪涛）

7月起，我市医保药品政策又有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