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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2月 6
日，常州奥体常工院馆的台球馆排起
了长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学
生们拿着体育消费券到该馆结账。据
了解，在该馆打一小时台球费用为25
元，学生本可享对折价，再使用体育消
费券结算，还可享受最高抵10元的优
惠。“这就相当于打一小时台球只要
2.5元。”常州奥体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强说。

“体育消费券真的很实用。办卡

省了我好多钱。”邹安琪是大四学生，在
学校公众号宣传有消费券可以申领之
后，她和室友就抢了几张大额消费券。

秉持着“你锻炼，我买单”理念，体育
消费券的发放，对受疫情影响的体育行业
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政府主导、企业
配合，常州除了加大开放社会健身运动场
馆，今年持续推进体育消费体制机制创
新，试点发放市级体育消费券18万张，带
动多元力量，共同提振体育消费。截至目
前，累计发放金额达800万元，领取率超

过97.9%，有效带动体育消费超千万元。
常州市体育局始终以智慧赋能体育

消费提档升级。今年，市体育局利用“我
的常州”APP，开发“常享动”智慧体育管
理平台，集合全市12家市属体育场馆优
势资源，打造了面向政府职能部门、场
馆、用户的体育信息资源网络，促进体育
健身服务的智能化、优质化、共享化。市
体育局还完善体育设施五级网络，优化
城乡“10分钟体育健身圈”功能，建成首
个智慧社区健身中心，完成50个二代智

慧室外健身器材示范点建设。
此外，依托大数据分析，围绕群众体

育消费服务需求，企业加大了体育产品
研发力度，推出了多体位智能康复训练
机器人、天轨步态训练系统等产品，部分
产品获评国家重点新产品、江苏省“专精
特新”产品。同时，市体育局探索线上体
育服务新模式，依托“抖音”“Hao球”等
平台提供赛事网络直播。其中，仅2021
运动龙城大联赛，就累计吸引3万多名
群众在线上观看。

市体育局：

以智慧赋能体育消费提档升级

本报讯（芮伟芬 刘沁怡）“想想
有点过意不去的。这么冷的天跳河救
我们，送什么都不肯收。当时他还感
冒着。”昨天，家住金坛直溪的王国仙
提到将她和外孙从河里救起的郭先
平，充满感激，还觉得有点内疚。

12月4日下午2点左右，63岁的
王国仙带着5岁的外孙到直溪湿地公
园玩。孩子调皮，看到有小朋友骑儿
童自行车，便借过来玩，她跟在后面追
也追不上。因为骑得太靠近堤岸边，

突然，自行车方向一偏，孩子连人带车栽
进了旁边的景观河里。王国仙来不及多
想，三步并作两步跑下码头，纵身跳下去
救孩子。虽然年轻时会游泳，可因为衣
服穿得太多，加上年纪大了，王国仙只觉
得身体往下沉，脚也打不着地，无助地在
水里扑腾。甚至因为过于惊慌，都忘了
喊救命。

这时，有散步的群众发现了他们，大
喊：“有人落水啦！快来救人啊！”可是，
现场只有妇女和小孩，王国仙和孩子落
水处离岸边有2米多远，围观者只能干
着急，一愁莫展。

危急关头，一个穿深色衣服的男子跑
过来，飞速跑下码头就往河里跳，先把孩
子救起送上岸，转身再去救王国仙。河水

约有3米深，男子浑身浸在水里，奋力将王
国仙推向岸边。因为已经冻得手脚麻木，
王国仙根本无力爬上岸。于是，岸上群众
拉，男子在水里托，大家齐心协力，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她救上了岸。

上岸后，王国仙感到昏昏沉沉，好一
会儿才缓过来，想向救命恩人道谢，却发
现恩人早已不见，只远远地看到个背影。

祖孙俩回到家中，换了衣服洗了热
水澡。王国仙告诉女儿女婿，无论如何
得找到救命恩人。女儿、女婿上网发布
寻人信息，刚好看到有目击者在抖音上
发布了救人者的背影，他们立即转发，恳
求知情人提供线索。

当晚11点半，有人在抖音提供线
索，说救人者就住在直溪老街古井药店

3楼。王国仙赶紧让女婿取了1万元现
金，买了些水果、礼品，连夜上门致谢。
一名年轻女子开了门，确认那个有些模
糊的背影正是自己的父亲郭先平。

郭先平52岁，重庆人，来直溪镇已
经12年，目前在朱林镇一企业上班。当
天下午，他因为感冒，被妻子催着到公园
里走走发发汗，发现有人落水就救了。
将祖孙俩拉起后，因为实在太冷，他赶紧
回家了。

王国仙一家千恩万谢，一定要郭先
平收下他们的心意，被他坚决拒绝：“这
是很平常的小事情，我会游泳，不能见死
不救。”第二天一早，王国仙一家带着锦
旗来到郭先平工作的企业，感谢他的救
命之恩。

因为感冒而准备锻炼的郭先平，看到有两人落水——

跳入冰冷河中 救人后悄然离去

本报讯（郏燕波 邹迪 淳汉）
12月3日，江苏省九如公益基金会
向溧阳市慈善总会捐赠30万元，定
向用于别桥镇养老事业发展。

江苏省九如公益基金会副秘书
长陆国彪在捐赠仪式上表示，别桥
镇敬老院没有电梯，导致一些生活
不能自理的老人无法上到二楼以上
的楼层，所以决定通过溧阳市慈善
总会向别桥敬老院定向捐赠30万

元，解决电梯安装问题。
据了解，别桥敬老院于今年2月

实施公建民营后，由无锡九如城养老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运营，双方牵手以
来，以“公建民营”模式引导和监督民
资进入养老产业，逐步解决了公办养
老机构管理体制僵化、服务功能单一
及资源分配与利用不均衡等问题，增
强了公办养老机构的活力，为切实解
决养老问题提供了保障。

溧阳市慈善总会携手九如公益

捐赠30万元助力养老事业

本报讯（庄奕 冯燕） 12月 7
日，81岁的退休教师邹玉珍来到西
林街道东岱村委，拿到了村委给她
的一份惊喜——刻录着整场“邹玉
珍戏友联欢会”的U盘。由邹玉珍
等人发起组建的西林戏曲艺术团，
在20年间共计为东岱及西林地区
群众义务演出300余场，观众近20
万人次。

邹玉珍是东岱村村民、西林中
学退休教师，从小受父亲影响，成为
锡剧爱好者。退休后，她在街道文
化站指导下，发起组建了志愿者团
体——西林戏曲艺术团。起初，艺
术团只有6名志愿者演员，如今已

发展到10多人。该艺术团可演出6
本大戏、30多本小戏，这些戏曲的剧
本、曲谱都由邹玉珍一人整理、编写。
因为请不起专业乐队，艺术团已经有
七八年不演大戏了，只演可以电脑伴
奏的小戏，如一些锡剧、沪剧、黄梅戏
的片段和新编的廉政剧、生活剧等。

每次演出，演员和工作人员少则
八九人，多则二三十人，即便如此还忙
不过来，好在每到村里演出，社工、网
格员都会主动来帮忙，让他们轻松不
少。“因为年龄原因，今年我就要告别
艺术团了。村委特意为我办了场戏友
联欢会，还请人摄像留念。我真的很
开心。”邹玉珍说。

退休教师组建艺术团
20年为民演出300余场

本报讯（苏缇 吕亦菲） 11月
30日，常州彩友赵先生凭借一注包
含数字“666”的号码，命中了体彩7
星彩500万元大奖。

赵先生领奖时出示的是一张5
注号码的单式票，票面第1注号码

“236669+9”与21138期 7星彩开
奖号码完全一致，中得当期全国
唯一 1注 500万元一等奖。赵先
生说，7星彩今年在江苏上市后，
他就开始买了，一开始他都是随
机选号。直到有一期，赵先生机
选的 5注号码中出现了1注号码

“236669+9”，他觉得这注三个6相
连的号码寓意特别好，遂改变了投
注策略，开始守号。11月30日晚，
7星彩2113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正
是“236669+9”，赵先生一举命中
500万元大奖。

算上赵先生中出的这个500万
元，截至目前，2021年江苏购彩者已
中出5注7星彩一等奖，每注都是
500万元大奖，前4注分别是：3月2
日开奖的7星彩第21023期，常州彩
友中出1注500万元；3月26日开奖
的7星彩第21033期，苏州彩友中得

1注500万元；4月4日开奖的7星彩
第21037期，南京彩友拿下1注500万
元；10月29日开奖的7星彩第21124
期，徐州彩友命中1注500万元。

7星彩是2021年加入江苏彩市的
全新体彩游戏，相比7位数既对位又连
号的规则，7星彩独有的对位不连号特点
让中奖变得更加容易，尤其是在中小级
奖项上，更容易中奖、更实惠。体彩7星
彩每周二、周五和周日开奖。

常州彩友喜中7星彩500万元大奖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2月 4
日，2021年江苏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江苏省体育
局、江苏省教育厅主办，常州市体育
局承办，常州市乐天体育活动咨询有
限公司运营。来自全省13个代表队
的400余名运动员齐聚常州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田径场，进行了一场寒风
中的对决，常州市派出58名运动员
征战。

比赛共设 100 米、200 米、400
米、110米栏、400米栏、800米、1500
米、跳远、三级跳远、跳高、撑竿跳高、
铅球、铁饼、链球、标枪、十项全能/七
项全能、4×100米接力、4×400米接
力、4×200米混合接力等20个项目。

一场疫情，让本该在酷暑下进
行的“速度与激情”变成了寒风中的
挑战，但运动员们依旧斗志满满，在
田径场上百米冲刺、奔跑跳跃、奋力
投掷。

举办本次比赛，一方面为促进
江苏青少年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让更多运动员有展示才能
的机会，以便发掘、选拔、培养优秀
体育后备人才，促进江苏体育事业
蓬勃发展。

为办好本次比赛，保障比赛安全、

有序开展，赛区建立了体育赛事和活
动相关风险研判、方案审核、应急响应
等工作机制，制订了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以完善场馆、酒店、餐厅、交通工具
和人员的疫情防控措施。

比赛实施“酒店+场馆”闭环管
理，不接受未报名的运动员和工作人

员报到，所有赛会人员抵达赛区后，需
出示行程码、健康码及48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同时，赛区迅速作出
部署，展开赛前、赛中、赛后全方位筹
备和保障工作，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
性、精准性和针对性，切实保障各项赛
事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2021年江苏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收官
本报讯（章欣 吕亦菲 夏晨希）

12月4日，2021常州市电子竞技总决
赛在环球恐龙城迪诺水镇上演，来自
天宁、武进、钟楼、新北四个分区的32
支战队经历6小时的激烈较量，决出
了最终的优胜者。

本次总决赛分小组赛和淘汰赛
两阶段进行。来自新北赛区的CZF
战队凭借成熟的运营策略和选手的
良好发挥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得
桂冠。从海选赛一路走来，新北赛
区CZF战队的 5位选手相互成就，
展现出优秀的团队配合与战术执行
能力。

电竞产业是常州建设文化繁
荣、推动高品质文旅融合的重要一
环，电竞精神是青年群体一往无前、
勇于拼搏精神品质的集中展现，通
过电子竞技培养参与者战略战术军
事思想、锻炼参与者心理素质以及
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技术、团队协
作能力。举办2021常州市电子竞技
总决赛就是以电竞为着力点，在文旅
产业发展浪潮中落子布局，进一步强
化青年群体的使命担当，让奋勇当先
的精神扎根龙城，让共创文旅标杆的
行动蔚然成风。

常州决出最强
“电竞王者”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12月5
日中午，随着跑酷项目比赛的结束，

“奔跑吧·少年”2021年常州市小学
生少儿体适能冠军赛圆满收官。

赛事由市体育局和市教育局主
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承办，市
常菁击剑俱乐部和热爱（江苏常州）
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比赛按参赛者年龄分为2010
年组、2011年组、2012年组、2013
年组、2014年组和2015年组6个
组别，设趣味田径（个人全能和一级
方程式）、体能闯关和跑酷3大项
目。其中，趣味田径赛和体能闯关
赛于12月4日在新桥第二实验小
学进行，跑酷赛于12月5日在市青
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进行。来自全市
30所小学的251名运动员参加了

本次冠军赛。
武进区雪堰中心小学体育老师李

老师告诉记者，7月份，在无锡举办的
2021年江苏省少儿体适能锦标赛中，
雪堰中心小学有10多名选手参与了体
能闯关赛和趣味田径赛，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这次，我们共有37名运动员参
赛，做到了6个组别全覆盖。”李老师说，

“锦标赛后，我们根据运动员的赛场表
现调整了训练方式，力争让训练方式更
科学、更精细。冠军赛后也将如此。赛
场就是检验实力的最好平台。”

目前，少儿体适能项目由市青少年
业余体育学校为主导，跑酷项目以体校
运动员为主，但趣味田径和体能闯关的
训练在各所学校进行。通过举办本次
冠军赛，我市将选拔一批优秀的运动员
组成代表队参加明年的省运会。

市小学生少儿体适能冠军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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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武进区卢家巷实验学校和牛塘文汇新市民小学结对帮扶以来，后勤部门抓好学校食堂的学生餐供应，常态化检查一周
菜谱及各种规章，同时还组织进行厨艺切蹉，确保食品安全。 黄智平图文报道

本报讯（何嫄 张宇晨）记者昨
天获悉，武进警方近期破获了系列
盗窃新能源汽车电池案件，4名盗
窃嫌疑人落网，涉案价值近百万元。

5天前，某汽车租赁公司工作
人员沈先生给牛塘派出所民警送来
了锦旗，感谢他们及时破案，为公司

挽回了巨大损失。沈先生公司的汽车
均停在牛塘亚邦物流园停车场内，今
年10月22日起，8辆新能源汽车的电
池被盗，造成该公司巨大损失。

牛塘派出所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
多次勘查后，初步分析是团伙作案，且
嫌疑人对新能源车的构造等十分熟悉。

10月23日，停车场又有汽车电
池被盗。民警随即对案发地附近监控
全面排查，最终从一点手电筒光亮入
手，锁定嫌疑人为一家个体汽修厂的
几名员工，随即将其抓获。

据犯罪嫌疑人杜某等人交代，自
10月以来，他们在常州、无锡已连续
作案6起，盗窃了13辆新能源车的动
力电池，后将这些电池以二手配件低
价抛售，获利10余万元。目前，杜某
等4名盗窃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此
案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个体汽修厂员工集体偷盗

多辆新能源汽车电池不翼而飞

本报讯（蔡铭君 芮伟芬）“真
的太感谢了。这箱橙子是我从老家
带来的，‘橙’心‘橙’意，请你们尝一
尝。”12月4日，家住永红街道的杨某
来到永红派出所，给所里送上一箱家
乡的赣南脐橙，感谢民警为他找回了
儿子“丢失”的自行车。

11月25日晚7点43分，杨某
报警，称儿子11月23日一早骑车
出门，晚上回到家，嚷嚷着自行车被
人偷了，说当天傍晚停在了院街广
场；他们找了2天没找到，估计是被
偷了，这才来派出所求助。

民警立即根据杨某的陈述赶
到院街调取视频资料，可看了好

久，并未在发案时段发现杨某孩子和
自行车的踪影。是不是孩子记错了
时间？民警再次联系杨某，再三确认
案发时间和地点，扩大了搜寻范围，
但仍一无所获。

为尽快查明真相，民警决定从头
溯源追踪。经过将近4天的努力，终
于查明真相。原来，是粗心的孩子闹
了乌龙。11月23日早晨6点50分，
孩子骑车出门，7点05分到达清潭中
学北校区附近，将车停在了学校马路
对面，转身就把这事忘了。

在民警的指引下，11月29日傍
晚5点半，杨某赶到清潭中学北校区，
找回了“丢失”的自行车。

有关群众利益的小事，就是派出所的大事——

为寻一辆自行车，民警忙了近4天

本报讯（徐蕴涵 汪磊）卫某要给朋友
当伴郎，但自己脸上有伤，为了“面子”，他
竟然编造了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发在了
抖音上。

11月30日，常州火车站派出所民警
发现，一个抖音号发布信息称：“高铁站有
个小偷，偷了一个女人的包。我去拉他的
手，被那小偷揍了一拳。警察来了，把我带
回去问了半天，结果高铁没赶上。这年头
好人不好做。”

民警调查发现，火车站派出所及市公
安局接处警平台均未接到类似警情。民警
遂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信息发布者卫某。电
话中，卫某承认自己发布的内容是编造的，
并答应民警立即删除该抖音视频。

12月1日，卫某主动来到常州站派出所
说明情况并接受处罚。原来，卫某今年22
岁，是江苏泰州人，在常州打工。11月29日
晚上，卫某买了11月30日凌晨去安徽阜阳
的火车票，准备去给朋友当伴郎。考虑到自
己脸上有伤，为了自己面子上好看一些，卫
某就编造了见义勇为被打伤的抖音视频。

看到民警找上门，卫某才慌了神，立即
删除了抖音视频并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处
罚。至于脸上的皮外伤，卫某表示，是自己
骑车途中不小心撞到树上导致的。

民警表示，卫某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
删除了抖音虚假内容，未造成负面影响，且
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接受处理，鉴于
其认错态度端正，对其批评教育后放行。

为了“面子”，
男子抖音发虚假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