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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0519

86685553
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
中路413号报业大
厦南辅楼311室

综
合
信
息

有房出租
有标准车间1000—8000m2有
行车、供电变压器2500kVA。
办公楼500~2500m2，基础设
施证件齐全，厂区通道宽敞，
交通方便，靠沪宁高速、青洋
高 架 出 口 500米 即 到 。
联系电话:18018255810赵女士

招租转让
�武进区丁堰李萌货运
部遗失苏DFR960（黄）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常320412407815，
声明作废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Y537世纪大道、兴奔路（虹汤线-润园路）
施工期间采取道路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为改善奔牛镇区道路条件，完善地下管网设施，自
2021年2月22日至3月31日，奔牛镇Y537世纪大道、
兴奔路将进行路面封闭施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在施工
期间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一、2021年2月22日至3月31日，Y537世纪大道全
幅路面封闭施工、兴奔路半幅路面封闭施工。施工期
间，未施工半幅路面实行双向通行。过往车辆可由叶
汤路、S239等道路绕行。

二、请过往车辆、行人注意交通标志提示，减速慢
行，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2021年2月19日

便民信息

常州市社会团体成立公告
第1533号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经我局审核批
准，同意成立“常州市国际标准舞协会”，其合法权益受国
家法律保护。

社会团体名称:常州市国际标准舞协会
法定代表人:华红霞
活动地域:常州市境内
会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化龙巷恒利大厦C座5楼

常州市民政局
2021年02月18日

公 告

�钟楼区永红宝东货运
服务部遗失苏 DEK165
道路运输证，证号：苏交
运管常字01404206号，
声明作废

�常州市嘉媛保洁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证号：苏交
运 管 许 可 常 字
320401335843号，声明
作废

�江苏喜发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汪心诚遗失苏D714ED太平洋保险公司商业
险保单1份，流水号:QJBB1900575207，声明作废

昨天获悉，以头痛类患者为主要看
诊对象的专科门诊正式在 3 位上海名医
开的中医连锁——常州易可中医门诊部
开诊，吸引了众多偏头痛、三叉神经痛
等患者。以上海曙光医院神经内科原
主任魏江磊教授领衔的魏氏脑病专家
组坐镇这里，为偏头痛、三叉神经痛患
者答疑解惑。

魏氏脑病专家组成员郭言川主任介
绍，据统计在各类常见病症中，头痛的发
生率仅次于感冒。专家称，引起头痛原因
很多，如紧张、焦虑、失眠、吸烟、酗酒等，
但在头痛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多更为严重

的疾病。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头痛”
定义为一种致残性疾病。有数据表明，偏
头痛在导致生命丧失的疾病中列第 12 位

（摘自《中国偏头痛诊断治疗指南》）。
据悉，该门诊魏氏脑病开创的“头痛

方”，以独特的中医治疗手法进行施治。与
传统的“活血化瘀”的理念不同，魏氏脑病
提出了“活血新概念”，囊括行气、化瘀、通
络，并擅用虫药“通络”破解头痛顽疾。

2 月 21 日上午，郭言川主任亲临常
州，三叉神经痛、偏头痛、帕金森、耳鸣、眩
晕、失眠、中风、多汗、高血压患者可致电
85522791提前预约。 （木子奇）

头痛专科门诊在常州开诊
带给偏头痛、三叉神经痛等市民新希望

年后第一天，常州市民在晴好天气
中开工了。

常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起一直到
本周末，我市都是多云或晴天。接下来
几天，气温会“噌噌噌”地一路往上蹿，
最高温度将会突破20℃大关。

阳光是最好的植物生长激素，眼

下，常州市各个大小公园里、小区里、道
路旁，梅花、玉兰、深山含笑等开得正
好。

天气这么好，周末去公园赏花是个
不错的选择，不过，提醒大家，这个周六
要上班。另外，春捂秋冻的同时，也要
视当天天气合理穿衣。 胡艳

双休日，最高温度将会超过20℃

“回家过年吗？”作为一个在常州的
外地人，这是历年春节前，家人、同学、
朋友、同事之间聊天时，最常问的问题
之一。

用一位采访对象的话来说，尽管年
味越来越淡，还是要回老家过年，原因
太多了：父母亲年纪大了，老家年味儿
更浓，想念老家的好吃的，回去可以跟
发小和同学们聚一聚⋯⋯

2021年春节注定跟往常不一样，响
应政府号召，就地过年成了许多人的选
择。有的人第一次在常州吃年夜饭，第
一次在春节长假走进常州的公园看红
梅花儿开；也有的人是第N次留在常州
过年、加班、值班，和同事、战友一起坚
守岗位。在哪儿过年、和谁过年，团圆
和温暖，才是春节不变的底色。

胡艳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布了2021年省级重点文化和旅游产业
项目，涉及 13 个地级市共 70 个项目，涵
盖文旅融合发展、旅游区域提升、乡村旅
游重点村建设、红色旅游开发、旅游风情
类特色小镇与古镇开发、科技赋能、文旅
新业态培育等方面。其中，我市有8个项
目入选，入选数量居全省第二。

我市 8 个入选项目包括 1 个竣工项
目——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4 个在
建项目——溧阳曹山未来城（一期）、常州
纺织博览园、常州焦溪古镇、常州季子文
商旅农综合体；3 个新开工项目——常州
恐龙园沉浸式体验综合提升、江南环球港
五期（丝绸之路海洋馆+中沙文旅中心

“月亮船”）、常州文化内容进出口平台。
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文物

保护单位和文物控保单位及民房等建筑面
积共计3.7万平方米；织补旅游文化配套建
筑2.85万平方米；地下停车及配套管理用
房4万平方米，同步实施相应配套工程。

溧阳曹山未来城（一期）：用地面积
90.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18.5 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国际会议中心、星级
精品酒店、艺术中心、高端民宿等配套商
业建筑，打造国际高端会议商务基地、高
端文旅休闲特色小镇。

常 州 纺 织 博 览 园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16.13 万平方米，建设规模 35.43 万平方
米。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包含修缮文保建
筑、改造工业遗存建筑，以及新建办公、购
物中心，修缮保留建筑等。

常州焦溪古镇：核心区及周边区域保

护区 41.5 公顷。项目内容包括古镇风貌
及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文保单位及古
建筑修缮、古镇及周边区域基础设施提升
改造、景观景点建设、申遗工作。

常州季子文商旅农综合体：该项目按
照“一二三产融合，文商旅农互动”的要
求，占地 1200 亩，全面布局“一核两环三
片多点”。一核为季子文化传承中心，两
环为环绕舜山新沟河的道路和水系环，三
片为国际康养片区、现代农业片区、乡村
休闲片区，多点为季子躬耕园、国际康养
社区、乡村文创学院等。

常州恐龙园沉浸式体验综合提升：包
含迪那索湖水秀和鲁乐回家剧场的提升
改造；IP 形象更新设计、动画电影制作及
传播、文创产品开发设计和文创产品运
营。

江南环球港五期（丝绸之路海洋馆+
中沙文旅中心“月亮船”）：项目位于常州
月星江南环球港五期，总占地面积 3.21
万平方米。其中通过海洋场景的融入，营
造奇幻、多彩的海洋娱乐空间，结合新业
态，打造新颖的娱乐体验中心；中沙文旅
中心“月亮船”建筑面积 2.05 万平方米，
涵盖会议中心、影音展示中心等内容，并
用最新的 AR、VR 和声光电技术，丰富和
提升参观者的场景体验。

常州文化内容进出口平台：项目将在
常州市天宁开发区规划建设一个数字文
化产业园区。整体项目计划用 3 年时间
建设，以文化内容对外交易平台为核心，
为海内外各国家内容商提供数字文化内
容交易相关的平台服务。（常文旅 刘懿）

入选数量居全省第二

我市8个项目
入选2021年省重点文旅项目

人物素描

张龙，男，36 岁，徐州人，常州市救
助管理站驾驶员。今年春节，他响应国
家就地过年的号召，主动要求春节期间
留在常州加班，24 小时待命，救助流落
在常的异乡人。

过年故事

年前，张龙就忙了起来。根据今年
疫情防控形势，为了保障春运滞留常州
人员的基本权益，不分白天昼夜，他开
着救助车，与救助站其他工作人员一起
前往火车站、南大街等繁华区域进行拉
网式街面巡查，搜寻街头乞讨和春运滞
留常州生活困难人员：对愿意进站接受
救助的，随车接回站内；对不愿进站的，
发放救助物资和救助引导卡。

“老鲁，快过年了，跟我们一起进站
吧！”在天宁寺附近，张龙遇到了流浪多
日的鲁某，劝说他进站过年，可鲁某不
愿意。张龙便送上装有瓜果等年货的
袋子以及救助引导卡，叮嘱他春节期间
在外注意安全，如遇事可拨打救助站电
话，并提前祝他新春快乐。“谢谢，还给
了我这么多东西。”鲁某连连道谢。

年初一晚上 9 点，救助站来了一位
小伙子。经询问，原来小伙子来自云
南，因与家人吵架赌气出走，流浪到了
常州，他是来救助站求助的。张龙热心
地帮助安排小伙子住下，并于年初二一

早带他到市三院做了核酸检测，下午又
帮他去医院取报告。确保安全健康后，
救助站给小伙子买了当天下午 4 点钟
返回云南老家的火车票，张龙又开车送
他安全抵达车站。

今年 36 岁的张龙还是单身，身为
救助站驾驶员要 24 小时待命，经常晚
上甚至凌晨也要出车。大年三十，救助
站也特地为就地过年和坚守岗位的员
工准备了丰盛的年饭和年货。他和同
事们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地一起吃年夜
饭、看春晚、刷朋友圈。

新年感言

“虽然每逢佳节倍思亲，但身为救
助站的工作人员，我应该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就地过年，为抗击新冠疫情作贡
献，同时坚守岗位。看到在我和救助站
同仁们的帮助下，一些流浪乞讨困境人
员能够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年，心
里挺开心的。” ——张龙

殷丽萍 谢韵 图文报道

救助异乡人返乡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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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龙（左）送流落在常的异乡人至火车站返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