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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9 日上
午，2021年江苏省青少年田径（中长
跑、竞走）锦标赛在常州奥体中心体育
场落幕。来自全省各市的70余名运
动员参赛，常州运动员刘袁强夺得10
公里竞走冠军。

比赛属于2021年“中国体育彩
票”江苏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联
赛项目之一，由江苏省体育局、江

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
苏省文明办、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
省发展体育基金会主办，常州市体育
局承办。

本次比赛为 17—18岁组，在 2天
的时间里进行了男女5000米、10000
米、10公里竞走等多个项目的较量。
在男子17—18岁组 10公里竞走比赛
中，115号选手刘袁强始终位于第一方

阵。25圈的鏖战，虽然对手们不断施
压，但是单兵作战的刘袁强顶住压力，
保持良好节奏，在后半段发力，逐渐甩
开其他选手，最终以42分42秒08率先
冲过终点。

作为参赛队员里唯一佩戴框架
眼镜的选手，刘袁强乍看上去斯斯文
文，可一旦踏上田径场便爆发了小宇
宙。在今年 4 月举办的 2021 年江苏

省青少年田径长跑竞走项群比赛中，
这位17岁的少年同样夺得了10公里
冠军。

据悉，在第十九届省运会上，由金
坛区承办的常州竞走队在仅仅6人参
赛的情况下，豪取 3 金，夺得 3 项冠
军，位列该项目金牌榜次席，助力常
州队在省运会竞走项目上取得历史
最佳战绩。

常州小将夺得全省10公里竞走冠军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2月

12日，2021中国网球巡回赛“澳娱
综合”职业级总决赛（澳门）暨全国
网球单项锦标赛“冠军之夜”颁奖晚
会，在澳门上葡京酒店落幕。2021
中国网球巡回赛年度奖项悉数揭
晓，为过去一年来在中国网球巡
回赛表现突出、作出贡献的运动
员、教练、裁判以及赛区进行评选
表彰。

常州作为2021中国网球巡回
赛的其中一站，受到了主办方和参
赛运动员的高度评价，常州赛区也
在“冠军之夜”璀璨闪耀，获得“年度
优秀赛区”“年度最佳组织”“年度最

佳媒体服务”“年度社会责任贡献”4
项大奖。

9月中旬，常州迎来中国网球巡
回赛的回归。在 2020 年成功举办
精英级总决赛的基础上，常州在今
年顺利完成从“精英级”到“职业级”
的升级。

常州市政府对本届赛事高度重
视，不仅对原有的网球场馆进行了改
造与升级，更是建造了全新的常州奥
体中心网球场，其场地及灯光等硬件
设施均可满足国际大赛标准，以焕然
一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将以最
佳姿态迎接国内最高水平的网球运
动员。

2021中国网球巡回赛“冠军之夜”——

常州赛区收获4项大奖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2月12
日下午，2021运动龙城大联赛“谁是
球王”五人制足球赛在新龙生态林东
区冠军公园足球场圆满落幕。

比赛由常州市体育总会指导，常州
市五人制足球协会承办，分为青年组、
中年组、企业组、机关组、青少年俱乐部
组，历经4个月，辗转天宁区、钟楼区、新
北区、武进区、溧阳市五个分赛区，吸引
了全市80余支队伍、近1100名各年龄
段的足球爱好者共襄龙城足球盛宴。

当天进行的是青年组和中年组的

名次争夺战。五人制足球赛不同于十一
人制，全场时间仅为40分钟，场地也缩
小了不少，球门更是“迷你”，经常在十几
秒钟内就会发生数次攻防转换，对球员
们的技战术和体能要求很高。

当天比赛最吸引眼球的是中年组球
员，他们微微隆起的小腹、不再茂密的头
发、咔咔作响的关节，都让人时刻为他们
担忧。可绿茵场上的他们依旧意气风
发，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老友记”。

最终，青年组第一名由小红花足球队获
得，常州荣耀足球俱乐部收获中年组第一。

常州五人制足球赛落幕

1100名球员共襄盛宴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2月11
日上午，2021运动龙城大联赛“谁是
球王”苏州银行杯常州市羽毛球比赛
在中天钢铁体育馆开打。

比赛由常州市体育总会指导，
常州市羽毛球运动协会、常州奥体
场馆管理有限公司承办。12月 11
日—12 日举行的是单项赛，12 月
18 日—19 日将在常州奥体中心举
行团体赛。

单项赛包括男子单打、男子双打、
混合双打、女子双打4个项目，并按年
龄分为A、B两组进行。比赛采用中
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
赛规则》，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为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
来自全市的200余名羽毛球高手共聚
龙城羽坛盛会。

据悉，本周末将在常州奥体中心
举行淘汰赛的巅峰对决。

常州市羽毛球比赛开打

200余名市民争夺球王头衔

本报讯（常体 吕亦
菲）12月12日下午，2021
年常州市“中国体育彩票”
第二届小学生手球锦标赛
圆满落幕。

比赛由常州市体育
局、常州市教育局主办，常
州市体育专业运动队管理
中心、常州市铭凡手球俱
乐部有限公司承办，常州
国家高新区（新北区）教育
局、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
学协办。

本届的办赛规模相
比首届有所扩大，来自全
市各辖市区的 10 所小
学、21支队伍、近300名
小手球运动员齐聚常州
手球训练基地，分成男、
女甲组（四、五年级）和
男、女乙组（二、三年级），
展开激烈角逐。

最终，在男子甲组和
乙组比赛中，刘海粟小学
均获得第一名，百草园小
学获得女子两个组别的
冠军。

第二届小学生手球赛落幕

本报讯（郑雨露 六莹） 12月
14日，记者获悉，常州大剧院2022
年市民音乐会系列演出已全线开票，
12场市民音乐会将在常州大剧院上
演，票价最低30元、最高100元。

“市民音乐会”是常州大剧院精
心策划推广的一项公益性文化品
牌。自2010年以来，该系列品牌始
终坚持“高贵不贵·文化亲民”，以低
价普及惠民，演出贯穿全年。

2022年全年“市民音乐会”演出
的具体安排如下：1月16日，《激情与
律动》爵士现代风格音乐会；2月20
日，“初春听古典”——常州大剧院新
春室内音乐会；3月16日，《旅行岁
月—瑞士游记》钢琴独奏讲演音乐
会；4月6日，“天鹅湖Swan Lake”
经典音乐历经百年传世名曲音乐会；
5月22日，“梦见校园”校园民谣经典

音乐会；6月2日，《冰雪奇缘》动画经典
曲目视听音乐会；7月24日，菊次郎的
夏天——动漫视听音乐会；8月10日，

“浪漫古典”一生必听的古典世界名曲
音乐会；9月9日，花好月圆——民乐经
典名曲音乐会；10月12日，侠骨柔情
——经典武侠影视金曲主题民乐音乐
会；11月2日，花样年华——室内乐重
奏音乐会；12月24日，《一生所爱》——
聆听最美时光音乐会。

每月一场，票价最低30元、最高100元

2022年，12场音乐会“惠”市民

□尤佳 包海霞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花落德国
科学家本杰明·李斯特和美国科学家
戴维·麦克米伦，以表彰他们对“不对
称有机催化”方向作出的贡献。记者
日前从常州大学获悉，该校自然与合
成有机化学研究院史一安教授，在不
对称有机催化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系
统性的工作，较诺奖工作早几年开
展。目前，国际公认的史氏环氧化反
应（Shi Epoxidation）就是以史一
安的名字命名，已载入了教科书，并
在有机合成中得到广泛应用。该反
应在不对称有机催化领域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

史一安是常州武进人，1979年从
礼嘉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化学
系。本科毕业后，他又踏上了异国求
学路。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斯
坦福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直到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任教。从
1995年起，他就一直在不对称有机催
化领域辛勤科研。“科学研究需要创
新，最好还要有用。”为此，他进行了
长达十多年的深入研究，突破传统思
维，采用非传统方法，用糖的衍生物
这种绿色催化剂，在烯烃环氧化一直
悬而未决的难题方面取得了重要突
破，并使之成为一个有用的化学转
化，在不对称有机催化环氧化方面发
表论文五六十篇。

出于朴实的思乡之情，2017年，他
回到故乡常州，入职常州大学，专心科
研。走进史一安的办公室，就被办公
桌后的资料袋所吸引——长长的一排
书柜下，整齐地摆放着五六十包资料
袋。每个资料袋上都仔细地做好了标
记。“这些都是我们近期课题研究的相
关资料，通过归类存放，便于查找。”史
一安说。

在做学问上，史一安教授大胆探索，
勇于创新，同时也重视实验细节的设计
来找到可行的切入点，并善于通过实验
现象的细微之处来揭示科学的本质问
题。“科研要有宏观大局，也要注重细
节。”他是一个极度严谨的人，对实验数
据总是反复求证，甚至连学生论文参考

文献页码引用错误，他都能一眼指出并
说出正确页码。

科研上的严谨讲究、追求完美，在生
活中却没有丝毫体现。他从不讲究吃
穿，研究忙起来，甚至住在办公室。“人的
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史一
安说。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20年9月的
科学家座谈会上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
于自己的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慕虚
荣，不计名利”。史一安教授无疑就是最
好的典范。“30年甘坐冷板凳，认认真真
做学问”，他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始终
执着于自己的好奇心、事业心，专注前瞻
性的基础研究，为科技强国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访常州大学教授史一安

科研要有宏观大局，也要注重细节

□本报记者 刘一珉

11月 17日，因疫情封控的御城
小区解封。当天早晨6点30分，路劲
物业服务人员就守候在御城北门、南
门，给业主送上红彤彤的苹果，祝福业
主一路“苹”安。

御城是武进区湖塘镇一个特大型
住宅小区，有居民6500余户。11月2
日凌晨，接到御城小区封控的紧急通
知后，路劲物业陆续抽调100多人进
入御城。因人员到位、物资充足、措施
有力，封控期间，御城秩序井然。对物
业的出色表现，业主们纷纷点赞，有
509户业主在封控期间主动缴纳物业
费共72万余元，部分业主捐赠物资善
款共10万余元。

危难之处显身手，路劲物业的出
色表现是我市物业行业助力疫情防控
的一个缩影。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一
线，是“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最直接的阵地之一。物
业企业作为社区和业主间的桥梁，发
挥与业主接近、熟悉等优势，反应快
速、防范严密，在出入管控、重点消杀、

物资保障、配合隔离、疫情宣传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社区“最后
100米”的服务价值，成为疫情防控体
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市采用市场化物业服务的
住宅小区中，江南中鑫物业的服务项
目最多，目前有48个住宅小区，服务
居民超10万。该公司服务的住宅小
区类型较多，很多是安置小区和老旧
小区，配套不完善，老年业主和家庭
困难户占比大，做好服务难度较大，
在突发疫情的状况下，服务更是难上
加难。但在几轮疫情防控中，该公司
服务的所有小区均较好完成了防控
任务。

“去年以来的疫情防控中，我市物
业企业承担了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
有些服务已经超越了合同和法律确定
的责任边界。”市住建局物业管理处处
长盛伟峰说，每轮疫情，在市住建局、
市物业协会号召下，全市6万余名物
业人员坚守岗位，尽心尽力，默默奉
献，成为社区防控一线主力军，拉近了
物业人和业主的距离。

同时，众多物业企业纷纷解囊，
或追加支出，或捐款捐物，其中，中
房物业、高正物业、高科物业等 10
余家大型物业企业主动担当，共同
捐赠了 100 多万元的防疫急需物
资。这些义举，提升了物业企业的

社会形象，也提高了政府对物业行
业的重视程度，从而加快了行业从
传统的保洁、保安等基础服务向更
高服务领域升级，也加快了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步伐，成为社区、城市治
理中不可缺失的重要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物业企业在疫
情防控中能快速反应、积极担当、有
效防控，与行业发展坚持党建引领
密切相关。在去年初的疫情期间，
高科物业服务的市三院，因为春节
人手不足，该公司以高管为主的党
员先锋岗补位，带领大家日夜坚守，
并开展各种形式的慰问、奖励、补贴
等，稳定了队伍。今年11月突发疫
情，该公司服务的市七院核酸检测
人数激增，同样是党员先锋岗打头
阵，出色完成任务；在其服务的多家
小区封闭管理后，相关员工全部就
地转化成志愿者。

在11月初疫情防控的14天中，
路劲物业常州公司党支部以党员为
核心成立抗疫先锋队，每人每天步数
超4万。路劲城项目经理、党员张建
锋刚做完心脏手术，就主动报名奔赴
御城，当起“救火队长”；太湖院子秩
序班长候荣幸，是党员又是退伍军
人，在收到支援御城的任务后，顾不
上回家，第一批到达御城北门集合
点，成为先锋队一员。

6万物业人，坚守社区疫情防控第一线

12月10日，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新开设“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班”并举行
签约仪式。据了解，该校积极打造学校法治教育“五个一”工程，全力推进法治
教育一体化建设，还依托省教研课题《农村初中院校共建法治教育模块化课程
研究》，成立模拟法庭、法治短剧社等法治教育社团，丰富活动课程，并建成区
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该法治教育项目连续两年被武进区政法委定为“法治
惠民实事项目”。 翟丽群 黄智平图文报道

本报讯（郏燕波 余琛） 12月12
日上午，溧阳生活垃圾分类普及宣
传暨品牌发布活动在该市丁园广场
举行。

活动现场发布了溧阳生活垃圾分
类品牌、吉祥物“小清”及“溧阳生活垃
圾分类”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通过
良好的宣传、引导、服务等，提高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的社会关注度和市民
参与度，加快形成全民参与、人人动手
的氛围。

据介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体现了生活垃圾分类的行业特质和溧
阳市的城市特点；吉祥物以小青蛙作
为设计原型，融合垃圾分类要素，进行
了拟人化的创作；“溧阳生活垃圾分
类”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包括垃圾
分类知识普及、板块动态、相关工作推
进情况，可以更好地帮助市民了解垃
圾分类知识，及时知晓溧阳垃圾分类
工作动态。

溧阳发布
生活垃圾分类品牌 本报讯（仲贞 秋冰） 12月 8

日，“花木兰巾帼法律服务站”在武进
区嘉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揭牌。

据了解，在乡镇、农村，一些妇女
的维权意识不强，不会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尤其是在家暴

引发的婚姻纠纷问题，妇女往往不知如
何面对。“花木兰巾帼法律服务站”将提
供“预约服务”，在充分收集来电、来访
妇女群众诉求的基础上，预约武进法院
嘉泽法庭的法官，为有需要的妇女群众
提供专业化的法律咨询。

嘉泽成立“花木兰巾帼法律服务站”

常州物业常州物业

走过走过3030年年 站上新起点站上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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