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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为促进健身
气功在全市进一步推广，增强人民群众
的身心健康。24日下午，“庆建党·颂祖
国”2021年江苏省健身气功交流展示系
列活动（常州站）在新龙生态林举办。来
自天宁区和新北区的400余名健身气功
爱好者参加交流展示。本次活动由江苏
省体育总会、省发展体育基金会主办，省
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常州市体育局、市体
育总会、市健身气功协会承办。

健身气功爱好者们列队组成方阵，身
着各色队服，先后展示了健身气功·八段
锦和导引养生功十二法。伴随着悠扬的
乐曲，他们呼吸吐纳、抬手转身、自然舒
展，他们整齐划一、刚柔并济、张弛有致，
把健身气功独特的力与美展现得淋漓尽
致，充分体现出常州健身气功运动者的扎
实功底，以及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谁说健身气功是老年人的‘专
长’？”现场一位小学生吸引了大家的注
意。曾煜轩是觅渡桥小学五年级学生，
年纪虽小，却是健身气功的“高手”，曾获
得江苏省健身气功八段锦网络大赛一等
奖。他说：“我的婆婆练健身气功很多
年，她说这项运动能强身健体、增强免疫
力，我就跟着她一起练。”3年来，曾煜轩
已经学会了八段锦、五禽戏、六字诀等五
套功法。现在，还有很多跟他差不多年
龄的小伙伴和他一起练健身气功。

健身气功是我国传承2000多年的
文化瑰宝，是以自身形体活动、呼吸吐

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的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2003年被列为国家
体育总局公布的第97个体育运动项目。

在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及广大健身气功爱
好者的共同努力下，常州市参与健身气
功群众近万人，健身气功站点遍及全市

各乡镇街道。近年来，更涌现出多支健
身气功百人团，常州健身气功队伍不断
壮大。

省健身气功交流展示系列活动（常州站）举办

五年级小学生是健身气功“高手”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0月
24日，“常投杯”2021年常州市中
小学生乒乓球积分赛（第二站）在常
州市冠英小学体育馆开赛。本次比
赛由常州市体育局、常州市教育局
主办，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常州市乒乓球协会承办，113名小
学组运动员参与了分站赛。

积分赛共分三站，历时5个多
月。第二站设2010年组、2011年
组、2012年组、2013年组和 2014
年组及以后5个组别，参赛选手为
2021年常州市中小学生乒乓球锦
标赛小学组各组别男、女单打前八
名，以及由市乒乓球锦标赛选材组
指定的同组别的4名运动员。

为了做好赛事疫情防控，今年
所有的分站赛采取分组别、分时段
的方式进行。

近年来，乒乓球项目在常州“全
面开花”，得益于不少学校将乒乓球

运动正式引入课堂。钟楼区冠英小
学、觅渡桥小学，新北区三井小学等
都把乒乓球项目纳入校本课程，并
引入了一批优秀乒乓球教练带队训
练，不少从体校专业毕业的孩子回
到校园，“反哺”社会，为培育下一代
乒乓球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常州市冠英小学乒乓球队
带队教练修天奇介绍，学校所有
学生在体育课、大课间、放学后等
时间段，都有机会到球馆参与乒
乓球运动，校队从中选拔了一批
资质较好的学生。目前，常州市
冠英小学乒乓球队有120余名长
训队员。

“我们在做的，就是培养孩子们
对于体育运动的兴趣，让他们对乒
乓球项目有一定的概念，达到身与
心、文化学习与体育运动的同步发
展，同时扩大乒乓球项目的选才路
径。”修天奇说。

“乒”搏进行时

113名小学生参加乒乓球积分赛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0月24日
下午，2021运动龙城大联赛常州市保龄
球比赛在佳得利保龄球馆迎来了本年度
最终决战。为了让更多青少年保龄球爱
好者有机会参与比赛，今年比赛特地分
设青少年组与成人组。

赛事从今年5月持续至10月，其间
共举办10场选拔赛，60名选手晋级决
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为了让更多
人更直接地观看、了解比赛，本次决赛还
进行了同步网络直播。“决赛前4天，我

们把直播链接发给了各位参赛选手，选
手们可以邀请亲朋好友来直播间为自己
点赞。截至目前，最高位的点赞数已破
4500，直播间的访问量已超过91万。”
这场线上直播的盛况令球馆负责人夏心
蕾感到惊讶。

线上火热，线下同样精彩。来自北
郊小学五年级的张睿和四年级的何浩宇
既是同学也是球友。2020年，北郊小学
开设课程普及保龄球运动，张睿与何浩
宇一下子就被吸引，报名参加了长训班，

并成为好朋友。
与青少年组常出现新面孔不同，成

人组很多是运动龙城大联赛保龄球赛
的“老人”了。现年71周岁的姚先生就
是其中之一。据姚先生介绍，他自20
多年前接触到保龄球运动，就被这种

“既不用发生肢体碰撞，也能自我控制
运动量”的运动所吸引。现在，他每周
都要固定训练三四次，还因保龄球认识
了一大帮球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运
动、娱乐。

60名保龄球高手同场竞技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记者

昨天从常州市体彩管理中心获悉，
根据《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规
定，自2022年1月1日0时起，在全
国范围内停止销售2017年一季度
印刷的即开型体育彩票。

本次停止销售的即开型体育彩
票印刷批次号为
“120170312”“120170298”
“220170381”“120170292”
“220170417”“120170267”
“120170416”“120170322”。

属于以上印刷批次的即开型体
育彩票，兑奖截止时间为2022年3
月1日24时。体彩工作人员提示，请
已购买以上批次即开型体育彩票的
购彩者在兑奖截止日期前及时兑奖。

2017年一季度印刷即开型体育彩票将停止销售

□郭蔓茹 周瑾亮 郑雨露

“原来自来水是经过这么多道
复杂工序生产出来的呀！”“自来水
并不是‘水自来’。”“这里有很多和
水相关的动画片，太长知识了。”本
月中旬，市五星实验小学五年级师
生和家长代表组团走进“水润堂”，
体验了一场别样的“自来水科普之
旅”后，发出了阵阵感叹。

“水润堂”是常州通用自来水有
限公司今年6月建成的科普教育基
地，位于新北区太湖西路的常州供
水运营中心。当孩子们在基地首次
听到“常州自来水公司最早起源于
救火联合会，当初供水主要用于救
火，只供应少量民用水，用户普及率
才9.8%”时，纷纷发出惊讶之声。通
过“水润堂”，他们了解了常州自来
水的发展历程：供水水源从地下水
到运河水、再到长江水，日供水能力
从最初的850立方米跃升到现在的

106 万立方米，用户普及率已达
100%。这些巨变，让他们由衷感慨
并自豪。

“水润堂”的水知识小达人闯关
赛、制水流程连连看、可触摸制水动
画等活动，让关于水的知识变得生动
活泼起来，孩子们在玩乐的同时大开
眼界，了解了“水滴君”的“变身”过
程。原来，它要经过水厂的混凝、絮凝
沉淀、过滤、臭氧氧化、活性炭吸附等
深度处理工艺，再经过消毒、输送等
流程，才能变成干净的自来水。

带队老师说，在“水润堂”的参
观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到
自来水并不是“水自来”，激发了孩
子们节约用水的意识，还在他们的
心中种下了“守护绿水青山”的环保

“种子”。
据悉，“水润堂”目前已接待市

民100余人，市民如有意参加自来
水的“科普之旅”，可拨打常水热线
88130008预约参观。

市民可拨打常水热线88130008预约参加活动

生动有趣的“自来水科普之旅”

本报讯（何小伟 蔡晓丹 秋冰）
10月26日是环卫工人节，当天，我市
环卫工人在奥体中心举行第六届环卫
职工运动会，庆祝自己的节日。

来自全市各辖市区的近500名
环卫工人组成23支队伍，分别参加
了拔河、定点投篮、乒乓球接力、跳长
绳等五项团体赛和装卸轮胎等五项

个人赛。来自天宁区环卫的徐秀平
说：“平时大家都忙于工作，没时间这
样聚在一起。每年一次运动会，我都
会参加。尤其今天，还是我们的节
日，好开心。”

据了解，全市目前有环卫工人
1.6万余人。近年来，我市以全面保
障环卫工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多举措、广渠道、全方
位构建环卫工人“三大保障”体系，
先后开展春送关爱、夏送清凉、秋送
助学、冬送温暖等活动，积极做好

“社会关爱保障”，全力做好“生活兜
底保障”，用务实举措换取环卫工人
的“幸福指数”。

环卫工人节：运动庆祝节日

本报讯（周翔 陆佳怡）常州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武进分中心

“贷款房源管理”业务优化工作已顺
利推进3个月，目前，优化方案已基
本成型，明确政策要求1项、精简申
报材料14项、优化操作系统9项、
优化受理流程4项。

明确政策要求1项。明确了开
发公司须满足“正常缴存住房公积
金”这一条件才能申报贷款房源。

精简申报材料14项。原先贷
款房源准入申报，开发公司需提供
15项材料，通过数据共享以及流程
的整合，精简后准入申报只需提供
1项材料。此外，武进分中心还开
通了线上房源申报功能，最大程度
简化手续、提供便利。

优化操作系统9项、优化受理流
程4项。通过对内部的操作系统和审
批流程进行研究，重新整合调整，在查
询、编辑和共享方面优化共9项，另
外，针对4种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明
确了相关的受理审批流程，缩短了受

理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
近年来，我市公积金缴存职工贷

款需求扩大，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
原有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房源管理政
策手续繁琐、周期较长，难以满足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求。为给
缴存职工的安居梦持续提供有力保
障，武进分中心项目小组以大数据为
依托，充分挖掘利用中心内部数据、
行业数据以及其他部门数据，积极沟
通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不断突破技术
瓶颈。通过信息共享，开发公司需提
供的材料减少，同时保证了材料的真
实性，使得公积金中心获取项目进度
更便捷，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文璞雅苑的开发公司常州市天
悦置业有限公司就在5个工作日内
完成了现场查勘、资质和风险调查
以及审批手续。

据悉，璟尚雅宸园、风华苑等
34个预售项目也按照新的政策办
理了期房贷款房源准入手续，40个
楼栋完成了放款审批手续。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武进分中心：

“贷款房源管理”优化工作初显成效

□高爽 唐文竹

10月25日，记者在由市住房保障
中心账号登录的“常州水司计量平台”上
看到，首批安装的6户智能水表均处于
正常运行状态。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
逐步在集中建设的保障房小区试点人脸
识别系统、电梯阻车器、高空抛物监控系
统、智能水表等智能化设备的安装及使
用，不断提升保障房小区居住品质，营造
安全文明舒适的居住环境。

市住房保障中心管理科科长杨琼告
诉记者，高龄独居保障家庭的6户智能
水表均安装于今年7月。安装后，可通
过APP远程查看用水量，及时了解老人
家中的用水情况，侧面准确掌握老人的
生活行为状况；当用水量异常时，APP
会及时提醒，工作人员可及时上门查看
情况，保障老人们的居住安全。“当出现
用水量过多、过少的情况时，页面窗口会
跳出提示，工作人员会立即上门，排除水
管漏水、老人晕倒、忘记关开关等情况，

并针对现场开展相应的处理。”杨琼说。
此外，我市已在金安家园、金泽家园

试点安装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24个，用
摄像头对楼层高、中、低层进行视频全覆
盖，通过监控实时监测高空抛物，清晰记
录每一个抛物过程，只要出现楼层抛物
的现象，系统会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并自
动保存该事件的录像，工作人员可通过
系统即刻锁定抛投人员，对高空抛物的
轨迹进行追溯，并开展事后取证指认，有
效减少了相关事故的发生。

同时，在金安家园、金泽家园出入
口、各单元门、地下车库试点安装了人脸
识别系统，助力承租家庭出入更方便、居
住更安全；在金安家园、金泽家园、金润
家园、青韵雅苑4个高层集中保障房小
区的68台电梯轿厢内，以及34个单元
门入口处安装的电梯阻车系统，目前已
有效阻止1263起电动车上楼事件。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下一步，市住
房保障中心将逐步推广这些做法，让更
多保障房住户共享智能化、高品质生活。

我市着力推进保障房小区智能化改造

本报讯（新华 胡艳）连日来，永红
街道新华村委联合市锡剧院举办的文化
惠民戏曲演出活动，在金家村广场持续
举行，专业演员带来的系列廉政锡剧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本次文化惠民戏曲演出的曲目有
锡剧《一只古董碗》《烛光在前》《十里荷
塘照初心》等。《一只古董碗》由市锡剧
院创作排演，全剧紧扣反腐倡廉主旋
律，既满足了广大群众的文化娱乐生
活，又能对党员干部进行生动深刻的廉
政教育。

《烛光在前》改编自“常州三杰”之一
张太雷同志的真实故事，全剧讲述了张
太雷夫人陆静华在张太雷牺牲后，始终
不忘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信念，
与儿女们坚强生活，追随张太雷的足迹
走上革命道路的感人故事。

新华村退役军人服务站还邀请了部
分退伍军人代表前往观看演出。新华村
村民、退伍军人王同年说：“表演很精彩，
都是好节目。这个活动把戏曲下乡与党
史学习教育相结合，不仅让我们切实感
受到了戏剧的魅力，也加深了我们对党
史知识的学习和理解。”

清风廉韵沁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