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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董逸 贡丹芳 朱婷婷）
如今，越来越多的电竞真人秀揭开了
职业电竞选手日常生活的神秘面纱。
在天宁，也有这样一处电竞俱乐部训
练基地——位于紫荆大厦2号楼内，
正静待江苏VS电子竞技俱乐部选手
们从和平精英世界赛PMGC-中国
PEL赛区资格赛中凯旋。

近日，记者前往这处训练基地
“一探究竟”。据悉，职业电竞选手们
就像专业体育运动员一样，日常起居
遵守着严格的作息时间，进行封闭式
训练；每天的生活除了睡觉吃饭，就
是训练和直播。因此，基地内直播
间、作战室、休闲区、宿舍区、配餐间、

洗衣房等必不可少。宿舍区又分为四
人间、二人间和单人间，俱乐部内队员
和教练以及工作人员将一起居住于
此。这里环境很好，楼下还有跑道和篮
球场，队员们在训练生活的同时，能增
加锻炼的时间，增强体质。

热衷于“吃鸡”的朋友们对神森森一
定不陌生，他刚刚在2022和平精英顶级
联赛PEL夏季赛常规赛中，一举斩获了
2022PEL夏季赛常规赛MVP、常规赛
淘汰王并入选夏季赛最佳阵容三项殊
荣，不仅成为了联盟目前最有价值的选
手之一，也成为了不少和平精英迷心中
的偶像。神森森是江苏VS战队主力队
员之一，而江苏VS战队就由华火互娱
数字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于今年1月正
式收购，成为落地常州的首个顶级电竞
联赛俱乐部。

“电子竞技作为当今最主流的娱乐

方式之一，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和背后巨
大的产业潜力我们不能忽略，更不能视
而不见，而应合理引导与开发。像上
海、深圳、成都这样能级高的城市纷纷
打造各自的电竞产业生态，而我们在常
州将围绕江苏VS电竞职业俱乐部 IP
完成产业功能布局的同时，也将利用电
竞游戏巨大的流量对城市文商旅空间
更新运营起到反哺作用，这对于助力常
州文旅中轴建设大有益处，真正吸引年
轻人玩在常州。”华火互娱数字科技（江
苏）有限公司董事长殷婕说。对此，公
司一直在探索以俱乐部 IP为核心，电
竞赛事、场馆运营、电竞MCN、电竞+
文旅、酒店、教育等为产业生态，构建电
子竞技产业链，并以电子竞技为载体，
激活城市文旅空间活力。

未来，在常州的年轻人将体验到
顶级的电竞比赛场馆。目前，华火互

娱打造的“EST PARK”已经进入主体
建筑封顶阶段，将于明年下半年亮
相。这座主题电竞馆，是江苏VS战队
的主场作战场地，其“斗兽场”式的设
计、每个座位都配备显示屏、场馆上空
设置环形屏、4D环绕杜比音效、座椅
可以随意变幻应援色……将为观赛者
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观赛体验；
EST PARK 还是面向年轻人的集电
竞、体育、潮流为主题的空间，建成后
将融合数字科技综合体验、电竞周边、
潮流体育、小型演唱会、脱口秀、人工
智能实践基地……年轻人喜欢的潮流
元素，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此外，华火互娱还将利用电竞与青
果巷、嬉戏谷等常州本地元素进行IP结
合，开展电竞文旅节和电竞大赛等活动，
实现潮流与传统的对话、古老与现代的
碰撞。

全市首个顶级电竞联赛俱乐部落户天宁
本报讯（凃贤平 陈琦）“我年

纪大了，工作人员不仅耐心解答我
的疑问，还帮助我填写表格，十几分
钟就办好了，太感谢你们了！”近日，
雕庄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联合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开展退役军人优待证
集中办理专场活动，81岁的退伍老
兵董玉民连连称赞。

“定制”部门联动，政银合作一
站式服务。为提升办事效率，减少
申请人跑动次数，雕庄街道主动对
接优待证办理的指定银行，在为民
服务中心设置“政银联合”服务专
窗，协调银行进驻现场办公，与为民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共同开展建档立
卡、信息录入、金融审核、制卡办卡
等“一站式”服务，解决了手续办理

“多环节、多头跑”等问题，仅用5个
工作日，帮助400余名退役军人完
成优待证办理工作。

“定制”分时流程，多举措便利
服务。“由于退役军人数量较多，为
避免长时间排队等候，我们以退役
军人所在的村、社区为单位划分片

区，采取‘分批次、分时段’错峰办理的
方式，让申请人不排队、少耽搁、即来
即办。”为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王
锁烨说，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还积极开
展上门服务、预约办理、延时服务等特
色服务，让退役军人享受到“零距离、
不打烊”的政务服务。

“定制”兜底专窗，帮办代办贴心
服务。在办理过程中，有部分退伍老
兵退役证丢失，特别是退伍时间较长
的老兵，难以找到证明其退役军人身
份的档案材料，街道专门开设兜底专
窗，为这些退役军人开展“一对一”兜
底服务，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建立

“一人一档”，积极与退役军人事务局、
档案馆等相关单位对接，精准开展帮
办代办服务，确保每位退役军人顺利
领取优待证。

据了解，下一步街道为民服务中
心还将聚焦办事群众个性化的需求，
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细化服务措
施，优化服务流程，探索“定制化”服
务新路径，切实为企业和群众解难
题、办实事。

雕庄街道

退役军人办理优待证
享受“定制”服务

本报讯(凃贤平 仲崇颖)“独
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奶奶，我们想你了……”9月18日
下午2点，在幸福蓝海国际影城（九
洲店）的6号影厅里，大屏幕上兰陵
街道九洲新世界社区89岁高龄独
居老人杨玉英远在国外的孙子和孙
女诉说着对奶奶的思念，为奶奶送
上了节日的祝福。屏幕前的杨玉英
潸然泪下……

为进一步弘扬敬老、爱老的优
良传统，九洲新世界社区联合常州
市天问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了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敬老爱

老观影活动，是社区“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社区空巢老人健康关爱项
目系列活动之一。在观影活动开始
前，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了独居老人
杨玉英和吴佩璋的子女，特意为其安
排了这样的惊喜。90岁高龄的吴佩
璋老人的儿子在南京为老人送上祝
福，表达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之
情，称妈妈是最好的妈妈。

随后，大家一起观看了电影《妈
妈》，影片讲述了一位85岁母亲照顾
65岁阿尔茨海默症女儿的亲情故事，
用细腻的女性视角展现爱与亲情在生
命尽头绽放的无限力量。

兰陵街道：

请老年人看电影
本报讯（凃贤平 李江民） 9月1

日开学后，解放路小学的陆卫华老师
每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三河口小学，
给两个班的学生上数学课。

“如何使城区里集中的优势教育
资源延伸到乡镇，真正实现教育质量
的提高和教育公平，城区教师到乡镇
小学交流，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郑
陆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高可锋说，郑陆
镇的人民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于优质教育资源有着强烈的需求。
镇财政这几年对区域内学校的投入相
当大，学校的硬件设施有了质的改善。

考虑到学校的今后发展，焦溪初
级中学还将在原址上分两期新建2
栋教学楼、2栋综合楼、1栋图书馆、1
栋体育馆、1栋食堂及接送中心、风雨
廊、门卫室等，并拆除现有校舍，配套
建设篮球场、排球场和田径场。

2011年 5月乔迁新址的焦溪小
学，今年将启动焦溪小学综合楼建设，
完善功能设施和扩大办学规模，提升
校园文化长廊，着力提高学生审美和
古镇人文素养。

随着国家三孩生育政策出台，郑
陆镇在新建舜新幼儿园的基础上，准
备新建季子幼儿园，打造一所科学、健
康并充满童趣关爱的幼儿园，使得周
边附近的适龄幼儿都能就近入学。

众所周知，教育质量的提高是软
硬两方面实力的结合体现。在硬件
上，郑陆镇的中小学和城区中小学相
比已经毫不逊色，但是在教学理念和
师资均衡上，仍有难处和不足，急需借
助外援来解决。

事实上，早在5年前，郑陆镇就开
始了“探索之路”。

在2017年5月，省常中与三河口

高级中学成功牵手，开展多元化的合作
办学。3年中，两校以“合作办班”“教学
管理”“师资培养”为三个重点合作项目，
开展了一系列丰富活动，提升了教师的
综合素养，开阔了教育视野，增强了教育
发展的动力。2020年9月，两校又开启
了第二轮合作。2021年，三河口中学升
级为市级中学，未来会有教师资源流动
过来，推动整个地区的教育水平上新的
台阶。

“今年我们进行了全面实践，局前街
小学和郑陆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始了为期
六年的深度合作办学。”郑陆实验学校校
长张林说，小学部教育教学工作由局前
街小学全面负责，除了5人管理团队常
驻学校外，局小本部还将派语文、数学、
英语、音乐、科学等学科的7位优秀教师
每两周一次到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柔性交流，进行管理互通、师资培训、研

训互动、资源共享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高可锋认为，这样的合作需要时间

来积累沉淀，只有长期同频共振，实现
优势互补，才能使乡镇学校和城区学校
达到一样的教学水平，才能让郑陆的老
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

记者了解到，天宁区正在努力通过
优质教育资源延伸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具体做法被明确写入《天宁区“十四五”
教育发展规划》：大力振兴乡村教育，研
制城乡学校携手共进计划，推进城区学
校校长、教师到农村学校或城区薄弱学
校任职任教，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

与此同时，这两年天宁正在创建
国家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加
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优化
区域联动、城乡结对、校际联盟、集团
互派等方式，提高教师交流轮岗的适
切性和实效性。

从城区到乡镇

天宁优质教育资源延伸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讯（宋婧） 暑热隐退，秋意
渐浓。漫步在关河畔，崭新的滨水空
间给市民带来了舒爽和惬意。记者
20日从天宁区获悉，随着水韵绿城二
期项目的竣工验收，天宁又多了一处
亲水休闲网红打卡地。目前，水韵绿
城项目最后一期“会客厅”景观节点工
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收尾，预计国庆节
前正式完工。

关河位于老城厢的北边线，与大
运河组成文化水环，是常州城区的一
条历史文化长廊，更是老城厢天宁区

段改造的重要一环。
2020年起，天宁区以一条“蓝色

命脉”的重生，激发关河沿线活力为目
标，启动水韵绿城工程，致力于打造生
态、亲民、亲切的开放活力滨水空间。

该项目东起东关河弄，西至晋陵
路，全长约2.8公里，改造及新建总面
积约8万平方米。

一期项目于2021年初完工，围绕
东关河弄至小东门路段，进行景观工
程提升，将一片封闭的绿化带打造成
为一处滨水公共开放空间，建成供市

民小憩的景观小品，铺建绿色休闲步道，
与一水之隔的红梅公园美景遥相呼应。
一期新建了5662盏路灯、庭院灯、柔性
霓虹灯，在提升夜间美观度的同时，为晚
间休闲亲水的市民在遛弯锻炼时增加了
一份安全保障。

二期项目于今年8月完工，围绕小东
门路—晋陵路段，改造绿地面积约
24080平方米，保留了原有的450棵法桐
以及一些高大乔木，将封闭的绿化带打
造成透绿亲绿的公共开放空间。同时，
增设城市驿站，为市民提供观绿、亲水、

安全舒适的滨河户外休闲空间。
进行中的水韵绿城“会客厅”景观节

点工程，位于关河路上的公交公司地块
内，目前铺装完成 60%，绿化完成
70%。该节点通过水波纹线型将不同
的人行空间与滨水空间整合起来，打造
线型流畅、开敞活力的滨河绿地景观，同
时在地块内新建一座水韵绿城城市会客
厅——空中廊道，作为关河新的重要景
观节点，可俯瞰整个滨河景观。建成后，
将与南广场地块的“水波桥”连通呼应，
让关河两岸通行更畅、连接更紧。

老城厢改造重要一环

水韵绿城项目国庆节前全线完工

本报讯（陶怡）近日获悉，菱溪公
园项目主体建筑已完成整体进程的
85%，下一步将对园内河道进行开挖，
园内花木山石进行造景，预计明年6
月完工。

项目采用重建的方式，向世人展
现了归乐园、石园、洛原草堂、寄园和
菱溪草堂等五个明清至民国时期常州
曾存在过的私家园林，进而呈现出江
南地区绝无仅有的古典园林集群。

自劳动路南门进入园内，菱溪草
堂作为序曲，随后便是洛原草堂、九峰
阁和石园构成的全园高潮部分，最后
以归乐园为收官。其间，大园与小园、
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协调，都靠其中循
环的水体进行分割和连接。

水是江南园林的灵魂。由于菱溪
公园西临采菱港，在园内巧妙开挖河

道，引水入园，园内水域面积约占总面
积的三分之一，立刻营造出水韵江南
的诗意。

园内建筑是园林的脸面，尤以标
志或主体建筑为点睛之笔，比如，归
乐园的悠然堂、洛原草堂的戏楼、寄
园的深柳读书堂以及三楹单层歇山
结构的菱溪草堂，这些厅堂建筑各按
其功能和所在环境在体量、层次和形
式上均有所区别。全园的标志性建
筑是九峰阁，作为园内最高的建筑，
巧妙而形象地宣示了中国园林“巧于

因借”的借景理念。
此外，周边布置轩、榭、亭、廊、舫、

坊、台、桥，因地制宜，各有风姿。
这些建筑或以混凝土为主体，加以

木结构装饰，或以木结构为主。
江南人通过山石花木将美好的希冀

化为园，结为林。园内将同步进行林木
花草的栽种和山石的堆砌，营造洛原春
晓、菱溪荷香、归乐秋韵、寄园梅影四时
景色，使每一处、每一角均可成为一首凝
固的诗，一幅流动的画。

公园设有三个出入口，南入口为主

入口，在北侧大运河边设置了水上出入
口，便于今后大运河核心段水上巴士停
靠码头，西侧考虑今后采菱港建桥通行
特设有步行出入口。

园内还设置了游览步道、水上游线，
供市民、游客游园时感受自然闲适和文
人意境的诗情画意。

此外，在公园外围与大运河、采菱
港沿岸还设有健身步道。在菱溪公园
的东南角配套有仿古建筑形制的沿街
商铺，并设有地下停车场，满足市民、游
客需求。

明年6月完工
菱溪公园再现江南古典园林集群

打造长三角三新经济高地打造长三角三新经济高地
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

□宋婧 褚茵姣

天宁区青龙街道青竹苑社区有
一位“献血大王”，2001年至今，累计
无偿献血167次、献全血1500毫升、
血小板269个单位、血浆2600毫升，
七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他叫赵良，如今虽已经“退役”，
却成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金
牌志愿者”，为献血者提供帮助。

上世纪90年代初，赵良在一次
组织生活中，读到一则16岁男孩患
白血病的新闻。他想：这样的孩子
太可怜了，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呢？最终，他找到了献血站，要求无
偿捐献成分血，由此开启了赵良的
无偿献血之路。

从第一次救助白血病患者、第
一次参加献血、第一次捐献成分血、
第一次从事献血志愿服务，到在自
己家里建立青少年无偿献血科普教
育基地，向孩子们普及无偿献血科
普知识，赵良感慨地说：“我有幸见
证了常州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帮
助他人，我觉得自己也很快乐。

多年来，赵良获得的各类荣誉证
书、奖牌以及献血证一桌子都摆不完。

4年前，赵良因一张“炫富摔”走
红网络。照片中，一地的奖状和证书，
是他十多年来献血历程的最好见证。
赵良翻看着自己获得的荣誉，往事历
历在目。2018年10月26日，赵良完
成了第167次献血，也是他人生中的
最后一次献血，宣布正式“退役”，开始
成为一名“金牌志愿者”。

“以后不能献血了，但我还是会坚
持做一名志愿者，为无偿献血者提供
志愿服务，希望他们也能一如既往地
坚持献血。”赵良说。

一年365天，没有特殊情况，爱心
献血屋里都能看到赵良忙碌的身影，
为献血者端茶倒水，帮成分血捐献者
泡面，忙前忙后，总是不亦乐乎。截至
目前，他已累计服务达29570小时。

赵良的暖心献血事迹感染了不少
人，其中一名志愿者说道：“赵良对我们
的影响很深，能在献血事情上坚持这么
多年，真的难能可贵，我们想接住他的

‘接力棒’，一直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赵良的爱心“长征”路

9月16日，“非凡十年 活力经开”
强国·新江苏拍客摄影活动正式启动，
来自江苏各地的10余名优秀拍客走
进天宁经济开发区（青龙街道）。

此次活动，拍客们走进汽车智
能零部件产业园、云制造先导中心、
中欧（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等
产业高地，用手中的镜头聚焦旭荣

针织、横塘河湿地公园、武城村、新丰
苑社区等一批标杆企业、风景胜地和
民生工程，从各个维度见证开发区产
业发展、展现城市风貌、亲近绿色生
态、领略乡村振兴，用镜头记录开发区
在“强富美高”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取
得的喜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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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新江苏拍客聚焦天宁经开区

水韵绿城“会客厅”景观节点工程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