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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剑文 赵鹤茂

“水稻原来是这样生长的。”
“这个飞机真是太酷了！”
……
10月11日，金坛区稻麦科技示范

中心迎来一群学习农业新知识、体验农
业生产实践的同学。他们是来自该区指
前镇实验学校的初一学生。

当天，金坛区文明办、金坛区农业农
村局针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共同
举办了“稻麦科技农业生产研学”主题活
动，通过设置农机展示、农业“微课堂”、
播种体验等环节，激发学生对农业科技
发展的浓厚兴趣，让他们感受“科技兴
农”的力量。

为拓宽未成年人视野，诠释现代农
业机械化、规模化、数字化的发展雏形和
趋势，在“微课堂”上，讲解员从传统农业
讲到现代农业、从人工作业说到机械作
业、从农业机械化提出农业自动化与智
能化等概念，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当
看到智慧农业操作平台集中展示的病虫
草害、土壤墒情、农业气象等智能监测设
备时，他们连连惊呼：“真长见识了，农业
原来还可以这么数字化！”

在室外参观场地，学生们被各种
农业机械吸引，跃跃欲试。讲解员系
统介绍了稻麦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农业
机械装备，并演示了植保无人机即时
田间施药。视觉上的冲击，让同学们
发出阵阵惊叹：“现在的农业，都这么

‘高大上’了！”
农机“宝贝”不少，农耕文化发展历

程也光辉灿烂。我国农耕文化的起源
发展是怎样的？水稻小麦是怎样走过
一生的？围绕这些问题，讲解员从民族
起源、国家发展、历史进程、专业研究等
领域和角度，结合大量资料及田间实地
辨别认识，深入浅出给学生们进行详细
介绍。学生们在感叹劳动人民的勤劳

和智慧之余，也深切感受到了农耕文化
的独特魅力，探索农耕文化的“种子”悄
然发芽。

为增强学生对科技推动农业发展的
切身感受，提高他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活
动还设置了水稻播种流水线展示、人工
播种体验等环节。当看到水稻播种流水

线的播种“绝活”时，学生们赞叹不已：
“这头空盘子一放，那头就是播好的种
子，前后过程只有几十秒。原来播种还
可以这么‘好玩’！”

随后，学生们开展了手工播种农活
体验，在劳动中感受快乐、体会科技力量
的伟大。

该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党支部书
记季忠表示，未来农业的发展属于青少
年，也要依靠青少年。通过活动，可以
让青少年感受农业科技的力量，在青少
年心中播下“热爱农业、科技兴农”的种
子，增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少年
动力”。

初中生田头体验科技力量
本报讯（金一飞 汪磊） 10月

10日凌晨3时许，小河派出所接到
群众报警，称在一个小区门口有个
小男孩一直在哭，像是迷路了。

民警立即赶至现场，发现一名
热心群众正抱着小男孩。民警接
过小男孩，边安慰边询问他父母姓
名及家庭住址。小男孩只说自己
叫洋洋，今年 3 岁，别的都说不
清。民警询问小区保安，保安也不
知道小男孩的情况。民警只好把
孩子带回所里。

回到所里后，民警立即发朋友
圈为他寻找家长，并请所内民辅警
大量转发。因迟迟没人来认领小男
孩，民警只得先哄孩子睡觉。

早晨7点，小男孩父母终于来
到所里。见到爸妈，小男孩一下就
哭了。原来，男孩晚上一直是独自
睡觉的，父母直到早上才发现孩子
不见了。正准备报警时，看到朋友
圈转发的消息，便赶来了派出所。

看到孩子安然无恙，孩子父母
连连向民警表示感谢。

3岁男孩凌晨出走 民警当奶爸照料

本报讯（郏燕波 李金堂） 10
月12日下午，溧阳市第一糖烟酒有
限公司董事长陶洪昌向溧阳市慈善
总会捐赠5万元，给该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定向用于部分退役高龄老兵
的补助慰问。至此，陶洪昌累计投
入公益捐款捐物超千万元。

作为一名老兵，陶洪昌在退伍
后20年的创业中，靠“诚信经营、品
牌发展”经营理念，生意越做越大。

20年来，陶洪昌秉持回馈社会
的公益情怀，每年端午节、建军节都

带着慰问品、慰问金看望老人、慰问
驻地官兵；积极参加溧阳“守护星星
的孩子”公益项目，向江苏省儿童少
年福利基金会捐款；助力溧阳慈善
总会开展“朝阳助学”公益活动，向
贫困学生捐款捐物；主动参与苏陕
协作扶贫工作，帮助农产品购销，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协作关系，促进
和带动当地贫困户增收。

在当天的捐赠后，陶洪昌表示，
用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促进
共同富裕，他将继续努力。

退伍创业二十年 捐赠社会逾千万元

10月7日上午，红梅公园南门广场，来自天宁区环卫处“黄峰劳模团队”的
多位劳模向市民游客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据悉，这群“城市美容师”都是在结束了各自包干片区的垃圾清运任务后，
一起来到商场、社区、商铺、公园等处，运用宣传小册子、小玩具等向市民宣讲垃
圾分类知识，让大家共同维护城市环境。 毕小群 谢祺 高岷图文报道

本报讯（孙琦 胡艳） 9月 30日上
午，武进法院第十九法庭内，案件当事人
周某当面向承办法官道歉：“我因为一时
冲动，在上诉状中辱骂、诽谤法官，造成
了恶劣影响。我非常后悔，我对我的过
激行为向法官道歉。”

周某是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的当
事人，在递交上诉材料时，他心怀不
满，对案件审判人员出言不逊，并在
上诉状中使用几十处不堪入目的词
语恶意辱骂承办法官，对法官进行人

身攻击。周某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审
判人员的个体尊严，更损害了司法权
威。

事件发生后，法官的释法说理和耐
心劝解并未让周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态度蛮横，拒绝修改上诉状。

为维护审判秩序、保障法官权益，
武进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周某作
出了拘留十五日、罚款10000元的处罚
决定。

经过数日反省，周某终于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向武进法院递交了具结悔
过书和上诉状补正材料，并缴纳了罚
款，当面向法官赔礼道歉。鉴于周某确
有悔改之意，且通过行动改正了自己的
不当言行，武进法院决定对周某提前解
除拘留。

在上诉状中辱骂法官被拘留

同学们在田间学习农业知识。 钟剑文 摄

龙门里项目正对着美林湖别墅
区，环境优美，生态绿化建设俱佳。项
目在规划设计之初就确定了“高端地
段打造高端社区”目标要求，要把项目
建成精品住宅的样板。

此次龙门里项目选择与常州第一
建筑公司合作开发，也是看重其深入人
心的建筑质量口碑，作为常州建筑界的
领军企业，常州第一建筑公司承建了常
州大剧院、常州天宁宝塔、国贸大厦等一
批常州重点工程，近70年的口碑传承，
铸就美林湖·龙门里项目对品质的承诺。

据介绍，美林湖·龙门里住宅总建
11.7万方，由12栋21-22层小高层组
成。北部为美林湖公寓，南部为纯别
墅区，整体视野开阔，户型面积从92至
125平方米，建筑密度仅25%，绿化率
高达40%。美林湖龙门里采用一栋一
单元、一层四户、两户一梯独立布局设
计，中间户型为92-99平方米小三房，
边户为115-125平方米大三房、小四
房产品。电梯直达地下停车场，公共
区域地下入户大堂、一楼大堂，层层入
户厅均为精装，而房屋采用毛坯交付，
可以让每位业主拥有自由发挥的空
间，也避免了二次装修带来的浪费。

美林湖龙门里景观设计上强调生
活体验感，创新打造了宅前休闲空间、
成人健身空间、室外会客厅、宅间氧气
花园、儿童特色娱乐空间、阳光大草
坪，可以为家庭互动、亲子互动提供一
个良好的平台。在道路设计上，引入
450米安全运动跑道，将多层次的内

部道路有效运用，同时在道路关键点
设置户外休闲座椅，让在此的休闲漫
步成为一种享受。

在景观绿植上，采用多重绿化，乔
灌草多种植物合理搭配，大量观花、观
果、色叶树种以及局部草本花卉的运
用，展现四季不同景致，为您提供最佳
的视觉景观，为您打造最舒适的居住
环境。

整个社区采用人车分流，停车直
接入户，为业主的出入创造最优的行
车条件和满足业主对于私密性需求，
同时解决了人车争道的难题，将地面
最大限度地交还给业主，用步行巷道、
绿化、景观替代马路，让业主在社区内
可以随心徜徉在树林、花海。

美林湖·龙门里无论在设计规划、
营建标准与物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高
规格的设置与配置，并以高质量的建
设要求推进项目实施，特别是人性化
的理念提升了项目的品质感与体验
感，美林湖龙门里有望成为恐龙园区
域又一住宅建设的样板。

美林湖·龙门里在常州最具活力
的文旅商区域落笔，在常州高端住宅
区域落子，以稀缺性地块开发区域稀
缺性精品中小户型住宅，表现出敏锐
的市场洞察力与判断力，体现了产城
融合发展的思想高度。贯彻“房住不
炒”精神，推进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
展，为人民群众提供真正的高品质住
房，美林湖·龙门里以自己的创新与实
践提供了一个样板。

择址新北“文旅商居”黄金地带

美林湖·龙门里创新打造精品住宅
□刘燕涛

新北区的中华恐龙园至江南环球
港之间，是新北区乃至整个常州最为
成功打造的“旅游、商贸、休闲、文化、
居住”区，旅游业发达，商业配套成熟，
居住区高端，人居环境优美。特别是
近期的汉江路国际风情街开街，成为
常州又一网红街，它如同一条风光带，
将中华恐龙园与江南环球港串珠成
链，使得该区域的“文旅商居”核心要
素进一步整合、贯通、提升。

就在这个风光带上，与汉江路一
街之隔的龙业路与黄河东路交汇处，
美林湖龙门里项目的建设引发各界关
注，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其地处黄金
地带，而且是该区域特别稀缺的可开
发住宅地块，更重要的是龙门里项目
在寸土寸金的区域打造92—125平方
米的品质住宅，成为常州房地产界的
一大亮点与示范。

对标苏州淮海街的汉江路国际风
情街新近开街，“十一”长假人流如织，
它不仅与中华恐龙园对接，还与江南环
球港相对，形成了文旅休闲的黄金带。

美林湖·龙门里项目处于恐龙园
商务核心区域，与中华恐龙园仅一河
之隔，距离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晋
陵路仅300米，刚开街的汉江路国际
风情街近在咫尺。更具潜力的是，中
华恐龙园的规划拓展与江南环球港
的新项目建设实施，都将迭代性提升
该区域的功能与价值。据了解，在美
林湖·龙门里项目东侧的中华恐龙园

将兴建恐龙星球、亚特兰蒂斯
（水世界）、雪世界、海洋馆、侏
罗纪首店市集等一批文旅休
闲项目，无论是规模与内涵，
都将是中华恐龙园的一次巨
大提升，对常州旅游业发展将
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围绕这
次规划开发，多家主题高端度

假酒店都将在此一一落地。同时，美
林湖项目西部区域的江南环球港，正
在兴建沙特馆、双子塔等一批项目，它
将成为常州的新地标。再加上串珠成
链的汉江路国际风情街的开街及未来
进一步发展，美林湖项目所在区域的
城市活力得到了充分激发，并成为常
州最顶流的“文旅商”聚集区、中轴区
和示范区。

新北区恐龙园板块的形成经过了
多年的积累与创新发展，基础扎实，潜
能巨大，目前所表现的区域活力、区域
影响力在常州已成为首屈一指的标杆。

美林湖·龙门里所在区域已形成
“旅游、商贸、休闲、文化、居住”五大功
能的互动融合，成为常州最具发展潜
力的板块区域之一，龙湖、九龙仓、世
茂等国内一线品牌开发商在此深耕，
形成了常州新北高端住宅区，是常州
人居环境最具优势的区域之一。

作为发展多年的高端住宅板块，
各种配套已十分成熟与完善，文教卫
事业长足发展进步。据介绍，美林湖·
龙门里交通便利，开车10分钟即达常
州市行政中心，向东1.5公里直达青洋
高架，沪宁高速、京沪高铁都近在咫
尺。从项目出发沿通江大道仅3分钟
路程即可上沪宁高速，去苏州、无锡只
要半个小时左右，而去南京、上海只要
1个多小时，一小时经济圈的优势十
分突出，体现了中轴性枢纽的城市特
性。此外，地铁1号线距离项目1.5公
里，规划即将开建的地铁6号线就在
项目南端800米处，该区域的地铁红

利将不断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配套十分成熟与

完善的美林湖·龙门里项目，是该区
域仅有的可开发地块，项目稀缺性很
强。美林湖·龙门里项目定位是精品
户型住宅，最小户型为92平方米，最
大户型为125平方米，这种住宅产品
在该区域形成了产品品类的稀缺
性。据项目负责人介绍：“为什么要
高端区域开发精品户型住宅？关键
是我们对买房客户需求进行了深度
研究，我们认为美林湖·龙门里项目
应服务于区域发展，充分满足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内各类高端制造业内
青年才俊及中高层人士的置业需求，
同时也满足商贸、文旅从业人员对板
块新项目、新产品的渴求。我们认
为，该区域目前精品户型项目稀缺，
美林湖龙门里项目不仅可以填补这
一空白，更可以拉动区域人才流入，
助力产城融合发展。”

汉江路风情街 活力串连新北两大文旅项目 落子高端板块 创新打造稀缺性精品住宅

品质开发运行 坚持高水平规划高质量打造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