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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孙妍琪 蔡晓丹 秋冰
胡平）近日，武进高新区北区龚家
社区联合武进区人民路小学开展

“大手牵小手、小家带大家”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17位小朋友变身“小
小垃圾分类宣传员”，走进社区、走
上街头，主动向家长和社区居民宣
传并监督分类投放垃圾。

“这里有四种颜色的垃圾桶，大
家知道手中的卡片对应的是哪个桶
吗？”志愿者龚春亚通过游戏卡片，
帮助孩子们分辨可回收物、有害垃
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生
活垃圾，为孩子们进行“岗前培训”。

“投垃圾居然会‘吐’钱！”来到
“智能回收箱”前，孩子们对这个抢
眼的大家伙很感兴趣。工作人员依
次示范，将纸箱、塑料瓶分类放入

“智能回收箱”中。据了解，为培养
居民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更好地实
现小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
害化”的目标，龚家名园小区里放置
了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居民在投
放废弃物时，箱内的电子秤可自动称
重，并按照投放物品的价值兑换金
额，满10元即可提现。“通过有偿兑
换的方式，引导居民逐步养成垃圾分
类好习惯，减少生活垃圾的堆放，让
垃圾变废为宝。”龚春亚介绍。

宣传过程中，小志愿者们主动
将学到的垃圾分类知识分享给小区
居民，积极发放垃圾分类宣传页，同
时还在垃圾分类亭旁做起督导员，
帮助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据了解，我市积极创建生活垃
圾分类达标小区，目前已建成318
个江苏省生活垃圾分类达标小区，
构建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截至
去年底，我市实现建成区1144个小
区、农村577个行政村的生活垃圾
分类设施覆盖率均达100%。

垃圾分类小小宣传员上岗

□周茜 徐梦超

朔风起，秋鱼肥。走进前黄镇鑫
丰家庭农场的一片蔬菜大棚，除了能
看到常见的蔬菜收获场景，还有新奇
一幕——工人们正忙着从40个直径
6米、深1.5米的养殖桶内捞起一条条
活蹦乱跳的鲈鱼。经过分拣，这些鲈
鱼被装入冷链物流车运送至周边各
地，成为百姓餐桌上的放心食品。

“这是我们今年引进的生态化高
密度养殖项目，经过近8个月的试养
试验，目前进入销售旺季。”鑫丰家庭
农场负责人王红妹告诉记者，与传统
水产养殖不同，生态化高密度养殖无
须开挖鱼塘，鱼只需被养在一个个圆
形的大养殖桶中。每个养殖桶可收获

约1250千克鱼，每立方米的水体养殖
密度是传统鱼塘的10倍。这种养殖
方式不仅规格大、密度高、水质稳定、
水产品产量高、起捕容易，而且这样养
殖出来的鲈鱼没有泥腥味，深受市场
欢迎。

“整个大棚还通过一套内循环高
密度养殖系统，实现了‘水产养殖无尾
水、蔬菜种植不愁肥’的生态化高效循
环种养。”在王红妹的介绍下，记者留
意到，大棚里的养殖桶旁还有几片菜
地，种植了黄瓜、青菜、生菜等有机蔬
菜。据了解，基地使用的内循环高密
度养殖系统融合了水产养殖技术、工
业化水处理技术、微生物调控技术
等。水体出养殖桶后，被固液分离，固
体可作为农肥回田使用，液体则经过

物理过滤、微生物处理、脱气处理、氧
锥增氧、紫外/臭氧消毒后再进入原池
循环利用。

“作为全区首个生态化高密度养
殖基地，通过内循环高密度养殖系统，
鑫丰家庭农场实现了水产品绿色健康
养殖和蔬菜有机种植的‘一棚解决’。”
武进区农业综合管理服务中心水产技
术推广科科长黄桦介绍。

近年来，武进区以乡村振兴战略
为引领，以减量增收、提质增效为着力
点，深入实施水质监管、养殖尾水净化
示范工程，探索工厂化养鱼、稻渔综合
种养等新模式，不断优化生产布局，美
化水域环境，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
色发展，全力打造渔业转型升级模范
区。

武进引进生态化高密度养殖项目

蔬菜大棚“种”出生态鲈鱼

本报讯（郏燕波 张浩）“嗨，老铁
们，我手里的这款蛙稻米采用蛙稻共
生种植方式，以蛙护稻育稻，有效控制
稻田害虫，是一款不错的生态大米。”
10月28日，在溧阳市一稼农产品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抖音直播间里，工作
人员陈娜正在推介她们农场刚刚上新
的蛙稻米。

一稼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拥
有核心团队成员 10多人，都是“90
后”大学生。公司在上兴镇练庄村依
托现有的800亩农业青年创业孵化基
地，积极发展以新媒体为抓手的农村
电子商务产业，拓展农业产业新方向，
开辟“定制化农场”新思路，着重生产
销售高附加值农产品如成蛙、黑猪、蛙
稻米、畜禽等，孵化集养殖、文旅休闲
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模式。

根据“定制化”思路，“一稼个性化
农场”项目分三期实施，一期为100亩

定制化农场示范基地建设，二期为
300亩以上定制化农场拓展及农业新
媒体直播专区建设，三期为集旅游休
闲功能于一体的整体农场建设。

“我们按用户需求定制生产农产
品，并依靠物联网技术，将种养殖过程
以24小时直播的形式展现在用户面
前。”公司负责人许梦娜告诉记者，公司
在溧阳市人社局的支持下，准备一年内
打造出一支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青年
农村创业团队，三年内向社会输出第一
批新型农业人才，争取在更大区域范围
内孵化数个新型农业模式。

俗话说，年轻人最大的财富就是
“敢”。这一点，在“90后”大学生钱巧
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017年 7
月大学毕业后，她做着一份“朝九晚
五”的工作。2年后，她鼓足勇气，在
家人的支持下，创办了荔芝瑜伽馆。

在溧阳市人社部门的指导下，“荔

芝行动新型塑形健康养生康复中心”
依托现有场所，开展新型康复培训，提
供高端私人塑形定制课程。“接下来，
我会吸收一些待业大学生和社会人
员，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不仅给他们
带来健康，还能为社会传递健康理
念。”钱巧玲说。

近年来，溧阳市持续优化大学生
创新创业环境，积极扶持大学生就业
创业项目，深入实施金融惠企政策，构
建创业培训、一次性创业补贴、场租补
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一系列创业
支持政策。

“下一步，我们将跟踪关注大学生
创业项目的运营情况，及时掌握动态，
强化政策落地落实和创业服务，帮助
解决项目运营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大力推进创业惠民、富民，强化创业带
动就业倍增效应。”溧阳市人社局创业
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陈健表示。

用足政策扶持，掌握实情动态

溧阳“一条龙”助力大学生创业

本报讯（记者 何嫄） 10月27日，
江天舒个人邮展在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
区的常州家风家谱馆举行。本次邮展展
出了江天舒编组的《建党百年铸辉煌》
《追峰》《虎啸而来》等7部邮集，共18
框。这是常州市专题集邮沙龙举办的系
列个人邮展之一。

江天舒集邮50年，专注于原地封片
的收集，撰写了众多文章思考集邮文化，
并对其进行弘扬与传承。其所著《悠游
之邮》，获第18届全国邮展“集邮文献”镀
银奖；邮集《旅途“美”一刻》《追峰》，分获
江苏省第9届邮展、第12届体育邮展暨
华东区体育集邮邀请展一框类镀金奖。

据悉，为进一步擦亮常州“中国邮展
摇篮”文化名片，常州市专题集邮沙龙近
年来创新开展了系列邮文化活动，比如，
会员们轮流在自己生日之际举办个人邮
展，以及送邮展进社区、博物馆、历史文
化街区等，并通过邮展向社会展示邮品、
交流邮识、增进邮谊，吸引广大市民走进
邮票世界。目前，已有15名会员举办了
个展。

江天舒个人邮展
亮相前后北岸

日前，我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常州新苑星电器有限公司的创新
项目“小型化低压开关柜主电路接插件连接断路器结构技术发明”，通过工
信、电力行业专家和低压开关柜技术专业人员论证。图为公司董事长莫耀
焕正和技术人员交流新技术、新产品。 韩晶磊 刘克林 高岷图文报道

本报讯（周茜 陈露 黄怡婷）用一
道道家常菜唤起大家对家乡的记忆，用

“吾家菜”留住游客探索新农村的步伐，
10月31日上午，武进区重点打造的预
制菜区域公共品牌“阳湖·吾家菜”发布。

为弘扬本土美食文化，挖掘、培育地
方特色品牌，武进区农业农村局今年组
织开展了“阳湖·吾家菜”农家菜谱评选
活动。活动于8月启动，持续至12月。
在前期造势预热阶段，各版块均已开展
主题直播活动，先后吸引200余道菜品
报名参赛，以短视频形式展现“吾家有好
食，阳湖有好菜”。

据介绍，结合短视频反响、直播间观
众反馈，活动将评选出40道入围菜品，
择期公布，并将兼顾冷菜、热菜、主食、点
心等，根据专业评委打分和网络评选，最
终选出20—25道菜品入围“吾家菜谱”，
进行市场化运营，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
广“阳湖·吾家菜”预制菜品牌，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更好助推乡村振兴。

“阳湖·吾家菜”
区域公共品牌发布

□郏燕波 徐怡

对广大留守、孤寡、独居老年人来
说，吃饭问题关系到居家养老的幸福指
数。5年来，溧阳市用心用情用力破解
老年人就餐服务的堵点短板，实现“如意
小食堂”城乡全覆盖，托起了“舌尖养老”
大民生，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
就能吃上“热乎饭”。

宽敞明亮的餐厅、整洁舒适的桌椅、
热气腾腾的饭菜……10月31日上午10
点50分，溧阳市埭头镇前六村如意小食
堂内，不少老人已经在自觉地排队，等待
就餐。

“开饭喽！”11点整，如意小食堂准

时开餐。83岁的郑连珍在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领取午餐后，便和熟悉的朋友围
坐一桌，边吃边聊，“在这里吃一餐只要
3块钱，两荤两素一汤，他们的服务态
度也很好。”看着面前的饭菜，郑连珍笑
着说。

前六村如意小食堂试运行一个月以
来，频频受到点赞。“村里有很大一部分
老人的一日三餐经常将就应付。”前六村
党总支书记吕杰介绍，自从村里有了如
意小食堂，老年人吃饭便有了着落。该
村如意小食堂面向全村60周岁以上人
员开放，所需资金采用“政府补贴+适度
自费”的形式解决，年满60—75周岁老
人每餐自费5元，75周岁以上老人每餐

自费3元。
这样的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已在溧

阳全面开花。2017年起，溧阳市启动
“舌尖养老”试点建设，在城区建成20家
如意小食堂，基本实现城区范围全覆盖
后，逐步向镇区延伸。截至目前，该市已
建成24家城区如意小食堂、25家农村
如意小食堂。预计今年底，该市如意小
食堂数量可达80家，进一步完善“覆盖
城乡、布局均衡、方便可及”的老年助餐
服务网络，打造“15分钟”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生活圈。

为提升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感”，
溧阳在如意小食堂开办过程中，不断在
软硬件投入、运作模式、食品安全、餐费

优惠等方面下功夫，致力于构建更完善
的助餐服务体系；同时，聚焦老年人全方
位、多样化、精细化的服务需求，致力于
打造老人餐食、生活、学习、医养一体化
的复合型精致生活空间。溧阳市不少如
意小食堂在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的同
时，还开设了多元化的活动课程，满足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用低定价、高质量让老年人吃顿好
饭，是我们的初心。”溧阳市民政局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制定出台《如意小食堂
管理规定》，构建更完善的长者助餐服务
体系，真正把如意小食堂办成人民满意
工程，让老人们在“可口饭菜”中品味出
老有所养的幸福。

低定价、高质量让老年人吃顿好饭

溧阳5年建成如意小食堂49家

本报讯（彭迪 钱成 秋冰）记者10
月 31 日获悉，国家电网公司发布的
2022年9月份同期线损指标排名，国网
溧阳市供电公司所辖的上兴、上黄、南
渡、埭头、戴埠5家供电所线损合格率均
达到99.5%以上，以优异成绩荣获国网

“百强”供电所。其中，埭头供电所同期
线损合格率为100%。

依托同期线损系统，溧阳供电狠抓
线损精益管理，持续完善机制加强协调
发展，专门成立创建“百强供电所”管控
小组，逐月分析短板指标，对指标中不合
格的台区进行逐台分析，查找原因并及
时整改，在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的同
时，常态化开展“日监测、周通报、月考
核”管理机制，充分利用一体化电量与线
损管理系统，摸清基础、明确目标，针对
不同问题进行统筹安排和协调治理，确
保各电压等级的指标都能均衡发展，整
体提升。

下一步，溧阳供电将锚定弱势指标，
持续深化线损精益管控，深挖提质增效
潜力，实现经济效益、管理效益双提升。

溧阳五家供电所同期线损
入围国网“百强”

10月 18日，国内首款采用液化天然气动力，全铝合金打造的 360度全
景水墅房艇在西太湖揽月湾成功试航，并将发往雄安新区白洋淀景区使
用。据介绍，这款房艇长 11米、宽 3.8米、高 3.6米，总重 6吨，价值 100多万
元，由江苏米兰船业科创发展有限公司制造，其外观时尚亮丽且安全环保，
已申请获得外观设计专利。 高岷图文报道

金秋十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育种试验基地的450亩试验水稻进入收获期。为了尽早开展水稻试验研
究工作，10月27日，武进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党员志愿者帮助研究所做好水稻秋收工作，确保稻谷颗粒归仓。图为
党员志愿者们在晾晒水稻。 徐晶玮 高岷图文报道

党员志愿者帮助水稻研究所抢收水稻党员志愿者帮助水稻研究所抢收水稻

精治管家精治管家
精绣龙城精绣龙城

本报讯（郑雨露 六莹） 音乐
会、舞剧、话剧、音乐剧……10月31
日，记者从常州大剧院获悉，11月常
州大剧院好戏连台，各个年龄段的
观众都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演出。

音乐会方面，11月2日“花样年
华——室内乐重奏音乐会”、11月11
日“永远的经典——王键竹笛独奏音
乐会”、11月19日“倚石听声——石
倚洁与美声男孩专场音乐会”、11月
29日“久石让·宫崎骏系列作品视听
音乐会”，四场音乐会将带领观众体
验四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

11月9日、10日，舞蹈诗剧《只
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常
州站由故宫博物院、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有限公司等共同出品，由中国
舞坛双子星周莉亚、韩真携手国内

一线主创阵容联袂打造，是北京文
化艺术基金（2021）年度资助项目。

话剧方面，11月 15日的爆笑
解压话剧《福尔摩斯探案：巴斯克维
尔的猎犬》将上演别样的“福尔摩斯
探案”故事。情绪疗愈剧场是保利
演艺推出的全新品牌，主打沉浸式
和氛围感的剧场新体验，11月 20
日将上演的《情爱长安》是该品牌下
第一部作品，演员将用干净且治愈
的声音缓缓讲述一组刻骨铭心爱情
故事，配合同样舒缓解压的音乐、柔
和的灯光、疗愈的画面，为观众打造
一场奇妙的声音穿越之旅。

11月 18日的家庭音乐剧《王
子与乞丐》和11月24日的原创音
乐剧《速记员》将分别满足小朋友和
谍战剧爱好者的观剧需求。

11月常州大剧院好戏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