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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1月28
日下午，来自全市的280名参赛选手
齐聚常州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中天钢
铁馆，参与2021运动龙城大联赛常州
市广场舞大赛暨“舞动江苏”全省广场
舞大赛（常州站）决赛，展开一场“舞”
力对决。

今年的常州市广场舞比赛以“颂
歌献给党 永远跟党走 幸福舞起来”
为主题，设海选赛和决赛，赛程从6月
持续至 11月。海选赛以“线上+线
下”的方式进行，线下赛分设溧阳、金
坛、新北、武进、天宁、钟楼、常州经开
区7个分赛区，共有210支队伍、超
3500名选手参与，最终，20支优秀队
伍从海选赛中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决赛现场俨然是一片色彩与欢乐
的海洋：元气满满的哥哥姐姐们身着
靓丽服装，戴着精致头饰，画着朝气妆
容，活力魅力值溢出舞台。尽管寒潮
还未“到货”，但11月底的江南已温暖
不再，穿着单薄舞服的候场选手纷纷
披着棉服大衣保暖御寒，一旦上场，他
们又用专业严谨的态度、曼妙轻盈的
舞姿和笑容满溢的脸庞，让观众真切
感受到他们的快乐与活力。

来自溧阳市上兴镇的上兴上沛万家
边健身队的队员们手持莲响钱杆，舞了
一曲《大中国》。他们一面舞蹈、唱念、变
换队形，一面用莲响钱杆绕体打击身体
的肩、臂、手、腰、腿和脚等部位，整个场
面欢快、流畅，带给观众一种视觉和听觉
上的享受。

队员李大哥是上兴上沛万家边健身
队参赛选手中的唯一一片“绿叶”。据李
大哥介绍，他自小热爱舞蹈表演，从20
多岁起跳到了50多岁。“实话实说，小乡
镇不如大城市开放，男人跳广场舞还是
会遭受一些‘闲话’的。但我从不理睬，
跳舞能让我快乐、让我健康。舞台带给
我的成就感和荣誉感非比寻常。”

令李大哥欣喜的是，如今，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性主动参与
到广场舞健身运动中，人们的观念正
在逐步改变，广场舞不再专属高龄女
性，成为越来越健康、欢乐、朝气、受人
喜爱的运动。

20支队伍展开广场舞对决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1月
28日下午，第六届“常投杯”常州市
乒乓球俱乐部精英联赛在西林全民
健身中心圆满收拍。

比赛历时2天，由常州市体育
总会、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指导，
常州市乒乓球协会主办，常州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江苏伟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特别支持，常州市青少年业余
体育学校、常州恩德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常州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协办。
来自全市的33家乒乓球俱乐部

54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
比赛共设甲A组、甲C组、甲D组

三大级别团体赛，和儿童12年组、13
年组、14年后组三个年龄段六项男女
单打项目。

为积极配合当前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比赛首次采用了分组、分流、分时
段模式，在3000平方米内的20张球
台同时展开各项目角逐，避免人员过
于聚集。

第六届“常投杯”常州市乒乓球俱乐部精英联赛收拍

本报讯（周倜 吕亦菲） 11月
28日，运动龙城大联赛“谁是球王”
常州三人篮球赛在奥体钟楼全民健身
中心圆满落幕。本次比赛由常州体育
总会、钟楼区文体旅局指导，常州奥体
少体校场馆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比赛历时7个月，经历了两次疫情
停摆，但仍有530多名运动员坚持完
赛，主办方在落实各项防疫要求后顺
利迎来了总决赛的圆满举办。

最终，明鑫体育、创立劳务、鑫雅
交通分获公开组前三名；行行行、
MDMX队、XBZC队分获高校组前
三名。

三人篮球赛持续多年的举办奠
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受群众喜
爱。这项举办多年的赛事在龙城大地
多处开花，自今年5月打响以来，分别
在奥体各全民健身中心、武进万达广
场、钟楼吾悦广场、恐龙园迪诺水镇等

地举办，实现“体育+”的赛事综合效益，
持续让常州这座拥有体育魅力的城市焕
发新的活力、展现新的风采。

常州三人篮球赛迎来决赛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1月
28日下午，2021运动龙城大联赛常
州市第十届“薛家杯”奥体网球公开赛
在常州奥体工商银行网球中心落幕。

比赛由常州市体育总会指导，
常州青奥体育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奥
体分公司承办，常州市常缘网球俱
乐部、常州市网球协会协办。

全市广大网球爱好者齐聚一

堂，展开男子青年双打、混合双打、男
子中年双打和男子单打4个项目的对
决。比赛采用最新的全国网球竞赛规
程，淘汰赛采用1盘制6局制，平分抢
1分，决赛采用6局制，平分抢2分。

为期2天的比赛在紧张友好的氛
围中落下帷幕。各路网球高手以精彩
的球技、顽强的拼搏精神，奉献了多场
精彩的比赛。

第十届“薛家杯”奥体网球公开赛决出冠军

本报讯（缇彩 吕亦菲） 11月 30
日晚，中国体育彩票 7星彩玩法迎
来11月末的最后一次开奖，本期开
奖号码为“2 3 6 6 6 9 + 9”，全
国共开出 1 注一等奖，奖金 500 万
元。常州购彩者勇夺头奖，这是11
月常州中出的第4个 500万元以上
大奖，也是今年以来第15个百万元
以上大奖。

中出大奖的是位于钟楼区玉龙
路210号 2-1号金玉苑东门超市内
的 3204004015 网点。11 月 30 日
晚，在店内负责销售的是代销者薛惠
芳的丈夫。对于何人中奖他并不清
楚，但能为彩友送出百万元大奖，让
他觉得很骄傲。

11月第4个500
万元大奖

常州购彩者
喜中体彩7星彩
500万元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1 月
27—28日，2021运动龙城大联赛常
州市老年人气排球健身站点（队）展示
交流比赛在常州工学院体育馆举办。
全市24支代表队、200多名气排球爱
好者参加。

本次比赛是2021年常州市政府
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之一，由市体
育总会指导，常州奥体体育服务有限
公司承办，市排球运动协会协办。赛
事分男子组、女子组和男女混合组，执
行中国排球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
会审定的《老年气排球竞赛规则(2018
版)》，设“优胜展示奖”和“优秀展示
奖”。

出其不意的吊球、气势十足的扣
球、千钧一发的救球……比赛现场，各
队选手配合默契、奋勇争先，以不俗球
技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带来了一
场场精彩纷呈的比赛，也展现着常州

气排球运动员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和生活态度。

“气排球是一项我国土生土长的
群众性排球运动，开展于上世纪80
年代。2012年，常州首支气排球队
伍‘龙城气排球队’成立，经过十年发
展，常州气排球队伍已发展至60支
左右。”市排球运动协会秘书长陈志
军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气排球作为新
兴体育项目，具有球体轻软、易学好
上手、竞技性强、趣味性大、运动过程
安全等诸多优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参加。

“为促进气排球运动在常州更好
发展，我们将采取普及与提高相结
合的方式，即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的
引领带动作用，一方面着力培养并
提高气排球运动水平，另一方面通
过举办、参加各类赛事，引导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到气排球运动中来，为

推动群众体育、全民健身贡献力量。”
陈志军说。

50岁的周萍是“金坛志胜队”的发
起者，从小喜欢体育。曾是篮球和田
径运动员的她，去年开始接触气排球，
如今，这项运动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部分。“气排球运动很好上
手，比较安全，运动过程非常快乐。一
年下来，我体重减轻了，颈椎的老毛病
也好了，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远胜从
前。我觉得气排球运动老少皆宜，因
此经常推荐身边的家人、邻居和朋友
共同参与。”

据了解，本次比赛严格遵守防疫要
求，进入赛场范围的所有人员（包括领
队、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
均需主动出示苏康码、行程卡，测量体
温，且佩戴好口罩。参赛人员如有近期
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需提供核酸检测
证明。

常州市老年人气排球健身站点（队）展示交流比赛：

200多位老年人参赛

本报讯（汪志南 戴建光 周茜）为
进一步检验和提升测绘工作人员的业务
能力水平，全面提高履职能力和工作效
能，11月24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
进分局举行了“多测合一”技能“大比武”。

“大比武”分外业和内业两个赛
程。外业环节中，来自规划勘测院的
5支参赛队在延政西大道南侧、漕溪
路东侧地块，按照“多测合一”要求进
行地形测绘、日照测绘、地下管线测绘
及勘测定界技能比拼。内业环节中，
5组选手按照标准进行数据统一处
理，做到四类测绘成果无缝衔接，满足
设计与相关审批要求。

经综合评判，由周诚、周建军、涂
浩然组成的第5小队获得第一名。

武进分局将进一步推进“多测合
一”服务水平，提高测绘成果质量，优
化服务时效，助推建设项目顺利投产，
为武进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做好技术保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进分局：

开展“多测合一”技能“大比武”

□蔡晓丹 秋冰

“现在的西湖路，路面平整了，墙
面也美化了，环境大变样。从这里经
过，心情都变好了。”11月29日，三井
街道燕阳花园小区居民周大伯由衷地
感叹道。

燕阳花园小区北侧的西湖路长
400米，东接庐山路，西连通江中路，是
交通要道。因基础设施陈旧、两侧店
招不规范等问题，这条道路被列入市
城管部门今年的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项目。整治内容涉及完善人行
道板、树池等市政基础设施全面改造
提升，美化建筑立面，规范店招标牌设
置和对沿街商铺店招改造出新等八大
内容。

市城管部门围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今年实施了一系列民生
实事项目，背街小巷整治是其中一

项。钟楼区庙西巷，天宁区朝丽路、玉带
路，常州经开区横林镇三观路，金坛区学
基路等10条运行时间长、基础设施差的
背街小巷被列入整治范围，按照“一巷一
策”施工方案，进行了先行先试。

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建
荣表示，市城管部门坚持对标先进城市，
以绣花般的功夫积极补短板、强弱项、提
品质、抓长效，做百姓最贴心的“城市管
家”，为打造宜居美丽城市添砖加瓦。

市城管局今年还着重对地铁2号线
沿线环境、城市绿地及口袋公园、建筑垃
圾等进行了治理。

延陵西路是贯通常州东西的交通大
动脉，也是老城区最繁华的商业街，沿线
设有地铁2号线南大街站、文化宫站、红
梅公园站，是地铁2号线市容整治的重
要区段。在今年地铁2号线沿线市容整
治项目中，城管部门贴近民情实际，在广
泛听取、征求商户和市民的意见、建议
后，对沿线店牌店招进行了统一设计、规
范、整治与更新，令地铁2号线沿线建筑
立面焕然一新、各类广告牌规范有序，凸
显了老城区的文化底蕴和都市商业气
息，打造出一条高品质核心样板街道。

天宁区翠竹公园的空中廊道别具一
格，既缓解了通道断面不足、人流拥挤的
矛盾，又给居民提供了层次丰富的游园
体验……今年，我市计划建设提升口袋
公园等便民型公园44个，目前已完成
80%。这些功能完善的口袋公园，让百
姓推窗见绿、转角遇绿、出门入园，还串
起了美丽的城市风景线。据悉，今年常
州公众对环境绿化情况满意率位列全省
第一，新北区智慧社区口袋公园的建设
被住建部列为第一批示范推广案例。

做百姓最贴心的“城市管家”（1）

用绣花功夫“焕新”城市容貌
精治常州精治常州
齐创明星城齐创明星城

11月30日下午，钟楼区永红街
道荆川村党委开展“剪‘廉’花 传清
风”活动，把党风廉政教育与传统剪
纸活动相结合，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
增强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中，专

业老师为村民们分发了含有廉洁文化
元素的底稿，并介绍了传统剪纸文化的
由来，让大家对这门艺术有一定了解。
在老师的引导下，大家耐心细致地剪刻
出作品。 荆川 胡艳图文报道

本报讯（潘筱 黄智平）近日，
《中国汽车报》公示第十八届全国百
家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名单，江
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荣获优秀
发动机配件供应商。

活动从今年6月启动报名，由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自行申报，或汽
车行业组织机构、专家学者、整车企
业、专业媒体等推荐。活动组委会
对所有报名企业和推荐企业进行资

料收集、整理、筛选、初期考评后，筛选
出满足条件的候选企业，听取行业领
导、专家学者、整车企业、主流媒体等
意见，最终，从入围初评企业中提名，
评选出100家优秀供应商。

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人表示，将始终以“锻造卓越产品，引
领行业发展”为使命，以“诚信高效、专
注创新、包容共赢”的态度，深耕锻造
领域，实现更大发展。

第十八届全国百家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龙城精锻获优秀发动机配件供应商

整治一新的新北区三井街道西湖路。 胡平摄

本报讯（刘芸 秋冰 胡平） 11
月28日，记者从中车长江集团常州
公司获悉，该公司研发的机械自动
化控制项目顺利完成并投入运行。
该项目于年初启动，经过9个多月
的建设，调试成功。该技术在中车
长江集团处于领先地位。

在中车长江集团常州公司宽敞
明亮的大车间里，没有几个操作工
人，很多工序岗位实现了自动化“机
械手”作业。该机械自动化控制项
目利用“机械手”进行自动扫描标签
识别，完全代替了人眼识别配件属

性信息，实现了全自动化运行。仅常
规检修卡片一项，就可减少60%以上
数据录入量；常规报表统计全部信息
化，无需人工统计，实现产品一次交检
合格率提升至98%以上。

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深化
ERP、BPM系统应用能力，通过“以
机控人，人机互控”技术，有效降低
人为识别工作量，实现岗位加工过
程流程数据闭环，节拍化生产取得
新突破。今年1月至今，该公司已受
理通过了9项专利，成功申报1项发
明专利。

“机械手”作业，大力提升产品合格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