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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雨露 蒋天颖） 11月
25日，“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
生活”在常州博物馆一楼特展厅开
展，展览由常州博物馆、西安博物院
举办，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提
供展览支持。本次特展分七个单元讲
述唐都长安城的布局规划、长安城中
各种身份的居民，及长安人的服饰、
器用、饮食、出行和娱乐活动。展期持
续至2023年2月12日。

据了解，此次展览遴选了来自西

安博物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
院的唐代文物共130余件（组），包括
建筑构件、墓志（拓片）、陶俑、饰品、铜
镜、日用器皿等品类。这些精美文物将
带领参观者感受唐都长安人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历史的鸿篇巨制中，“唐
代”是最为辉煌灿烂的精彩篇章。唐
代的强盛使得唐人拥有更为开阔的
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唐都长安人的生
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绚烂色彩和盎

然生机。长安人的衣食住行，既有独
具匠心的精妙巧思，又有生活意趣
的精致追求；既承袭着礼仪的传统，
也突破着成规的束缚。乐舞的曼妙、
百戏的喧腾、驰猎的快意、对弈的文
雅，无不使长安人多姿多彩的生活
方式、求新求奇的生活风尚烙印着
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以不断丰富的
万千气象，最终交融出一抹五彩缤
纷的大唐色彩，幻化出一缕独绝古今
的长安神韵。 王锐摄

“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开展
本报讯（郑雨露 江天舒） 11月27

日，我市集邮爱好者芮银海个人邮展在
荷花池社区举行，展出了《无线电》《与
马共舞》等邮集。至此，为期3年的市
专题集邮沙龙个人邮展圆满收官。

据悉，我市专题集邮沙龙从2020年
起推出个人邮展，15名会员在自己生日
之际走进社区、学校、博物馆、历史文化
街区，通过举办个人邮展的方式展示邮
品、交流邮识，吸引广大市民进入五彩斑
斓的邮票世界。

芮银海是河海大学常州校区的退
休老师。他在校任教时，结合通讯类课
程，开展学校集邮活动，并编组《无线
电》5框专题类邮集。邮集从无线电的
诞生说起，通过广播、电视、微波、卫星、
移动通信等，串起无线电的前世今生。
该邮集曾在江苏省首届专题邮展中获
大镀金奖。此外，芮银海还用邮政部门
发行的“纪念张”编组了6框的《神州风
云》邮集，此次一并展出。

芮银海举办个人邮展

本报讯（何嫄 周祥）近日，常
州消防“蓝朋友”青年学习社线路
迎来团省委的调研并获好评。市
消防救援支队与团市委自2019年
6月起联手打造的这条精品线路，
旨在立足消防救援职业特点，致力
于全市青年群体消防安全知识的
普及宣传。

“蓝朋友”是消防员的代称。
2019年6月起，市消防救援支队与
团市委联手打造“蓝朋友”青年文学
社线路。该线路主要包含3个站
点，分别是“飞龙九号”青年学习社、

“蓝焰先锋”青年学习社、“精灵”青
年学习社，依托120余名消防员志
愿者，通过现场参观、实境体验、交
流研学等形式，让全市青少年体会

“蓝朋友”的忠诚与传承、奉献与奋
斗、服务与宣传。

据不完全统计，3年来，“蓝朋
友”青年学习社线路已接待约60
批次、近1500名青少年。在通过
多种渠道进行线上平台建设的同
时，常州消防“逆行者乐队”还创
作、改编消防主题歌曲6首，宣传
消防知识、展示消防形象。

“蓝朋友”青年学习社线路
获团省委好评

本报讯（杨成武 沈灿军）连日
来，金坛区采用“书屋+”模式，持续
举行“学习二十大，书香伴我行”全
民阅读推广活动，带动广大群众走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使农家
书屋成为群众学理论、学文化的“充
电加油站”。

在西城街道方边村农家书屋，
江苏省“百名示范”村书记代表、党
总支书记田松青开讲《学习二十大：
说说方边新变化》，激励干部群众担
当作为；在直溪镇直溪社区农家书
屋，社工李凤莲为大家讲解“邮票上

的党史”；金城镇冯庄村农家书屋以
项目购买形式引入“小红妈”社工运
营服务，为农村孩子送书香送温暖；
在金城镇后阳村红石榴课堂，社工
为大家开讲“民族团结50条”；在尧
塘社区农家书屋，青少年诵读《党
史·立冬忆英烈》，以“二十四节气”
为主题传递清风正气。

金坛区还发动“小红妈”志愿宣
讲队、老干部宣讲团等力量，通过零
距离送学、面对面领学，以及100余
场宣讲活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文明书香”送到群众身边。

金坛农家书屋成“学习加油站”

本报讯（何小伟 蔡晓丹 秋
冰） 11月 25日，常州市环卫道路
机械化清扫技能竞赛在武进区凤林
南路举行，来自全市7支代表队的
34名“城市美容师”同台竞技，分别
参加“高压冲洗作业”和“洗扫作业”
两项竞赛。

记者看到，长151米、宽22米
的马路赛道上，分别设置了雾洒作
业、定点冲洗、高压冲洗、单边冲洗、
电动喷枪冲洗、直线清扫、S弯弧线
清扫等13个作业环节，每名选手需
在规定路径上，驾驶道路环卫洗扫
车完成所有作业任务。比赛中，选
手要精准用水柱将足球“冲射”进球
门、单边清扫单排砝码、对单排废弃
物进行连续冲洗……来自常州亚民
环卫服务有限公司的贾世范说：“这
次技能大赛考核的两大作业都是常
规项目，比的就是又快又好又省，对
今后规范环卫机械化作业操作是一

个很好的提升机会。”
本次竞赛主要考核参赛选手的

综合操作水平，通过多项科目的比
拼，达到“精准冲洗、车过路净”的作
业效果，促使参赛选手争当技能“多
面手”，加强城市环境卫生规范化、
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提升环卫机械
化作业质量和水平。

本次竞赛由市城管局、市总工
会、市人社局共同主办，市环境卫生
管理中心、市环卫行业工作研究会
承办。竞赛总成绩前3名的参赛选
手，将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授予

“常州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总成
绩第4—12名的选手，由市环卫行
业工作研究会给予表彰和奖励。

据了解，我市目前以“市场化运
行、机械化作业、精细化管理、信息
化监督”的方式开展道路清扫保洁
工作，城区道路环卫机械化作业覆
盖率已达95.28%。

我市举行环卫道路机械化清扫技能竞赛

34名环卫工“亮绝活”

本报讯（吴燕翎 曾艺）“有了这个
政务服务自助机，太方便了，在公寓就能
办理简单事项，免去了排队时间。”11月
23日，常高新·漫柏未来人才社区住户
小张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了个人
社保证明自助打印业务，从进门到拿到
证明只用了短短2分钟。

“畅通办”政务服务直通车“开”进青
年人才公寓，是新北区龙虎塘街道今年
在创新政务服务方面的又一亮点。为实
现工业园区“15分钟政务服务圈”，街道
打造了“畅通办”便民服务点，为周边人
才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漫柏未
来人才社区设置了24小时自助服务区，
配备了简易审批事项自助申报机和医保
自助一体机，提供审批、人社、医保、教
育、不动产登记等8个部门共42项业务
的自助服务，实现简单业务家门口自助
办理；同时，设置了“畅通办”服务综合窗
口，在社保、就业、生育等方面为入住人
才和周边企业员工提供政策解答、业务
辅导、帮办代办等高频事项服务。

近年来，龙虎塘街道擦亮“龙虎事·
融e办”服务品牌，全力推进“一门、一
窗、一网、一次”改革，不断提升办事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街道便
民服务中心承接人社、计生等部门业务
共191项。下一步，街道将扩大政务服
务直通车数量和范围，探索“24小时自
助服务区”等创新举措。

8部门42项业务家门口就能办

“畅通办”直通车
“开”进人才公寓

本报讯（唐秋冰 徐蘅 蔡晓丹）记
者11月28日在金坛大道生态绿道示范
项目看到，33棵胸径达50厘米的香樟、
7棵大胸径朴树刚刚在此“安家落户”。
这是我市在金坛建设的首个“绿树银行”
的首次“放款”。

我市首个“绿树银行”筹建于2020
年，主要为了解决城市建设中遇到的绿化
迁移和再利用问题。我市在市政公用项
目建设过程中，尽管对绿化树木实行了

“应保尽保”，但往往有部分苗木确实存在
影响工程需要移植的情况。由此，我市建
设用于绿化树木中转的“绿树银行”，完善
移植苗木的迁移、养护和再使用全过程管
理。目前，我市在金坛建成了总占地面积
达660万平方米的“绿树银行”，包括管理
的过境高速和省道的道路防护林、城区内
具备苗木种植条件的闲置地块、现有的绿
化生产用地。其中，把高速、省道道路防
护林划为“绿树银行”范围，主要考虑其不
属于城市绿化管理范围，养护要求接近生
产用地标准，且普遍郁闭度较高，部分树

木长势受限，需要修复。
城市建设中需要迁移的绿化苗木，可

以储存在“绿树银行”进行养护“增值”，也

可以根据需求随时“放款”，实现“绿树银
行”的资源价值最大化最优化。在日常管
理中，金坛区园林管理中心对存放到“绿

树银行”的苗木进行定级管理，分普通、精
品和特级三类品级，实施差异化管理，普
通苗木用于防护林带、背景林带，精品苗
木用于行道树，特级苗木则用于造型树、
孤景树等对景观要求较高的景观地。

今年10月，“绿树银行”内的苗木类
型、规格、数量在“智慧园林”平台上实现
了在线登记造册，对于每棵树的去向与
现状，管理者都可以一键知晓、一目了
然。除了金坛大道的生态绿道示范项目
建设需要从“绿树银行”提取40棵精品
树木，正在建设的钱资新城环境整治一
期项目不久后也将从“绿树银行”提取乔
木350余棵。金坛区园林管理中心主任
高翔说：“金坛大道的40棵精品树木为
该工程节约项目经费超100万元，钱资
新城环境整治一期项目即将提取的乔
木，预计可节省项目投资400余万元。”

据悉，我市按照“迁得进来，用得出
去”整体思路，在加强金坛区“绿树银行”
日常监管的同时，将把首个“绿树银行”
的成功做法在全市进行推广。胡平摄

40棵精品树种移栽至金坛大道的生态绿道

我市首个“绿树银行”首次“放款”

本报讯（周茜 陈心如）收包裹、
扫条码、写名字、放货架、帮退货……
在武进嘉泽镇三星村新孟河边，全市
首家实现所有快递公司一站式中转的
村级驿站——“28号店”中，负责人陈
亮忙碌不停。

“28号店”是三星村党总支、村
委、村残联共同打造的助残创业服务
项目。陈亮和母亲患有眼疾，生活较
为困难。去年底，在村里的帮助下，

“28号店”开了起来，为三星村及周边
南庄村、周庄村的村民提供寄取快递
服务，服务半径超10公里。这让村民
网购少了顾虑。村民王路丽下班后第
一件事，就是来这里取快递。她介绍，
以前取快递，要到离家五六公里的夏
溪站点，骑电动车往返一趟需半个多
小时。“包裹多了，电瓶车还不好放。

现在步行就能取，非常方便。”
与村级驿站合作的快递公司往往

比较少，“28号店”刚起步时也是如
此，有时一天只有两三个包裹。为此，
陈亮主动与各家快递公司反复沟通，
并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如今，十几家
快递公司与“28号店”达成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真正实现了快递下沉、送货
进村。“双11”期间，驿站每天到货包
裹超过400件。

在整理快递过程中，为方便村民
取件，尤其是照顾文化水平不高、不习

惯使用智能手机的村民，陈亮会在每
一件快递的醒目处写上取件人姓名，
并把同一个收件人的包裹整理在一
起，提高拿取效率。他还在村里发起

“旧衣回收 助力公益”0元寄活动，发
动村民把旧衣旧物捐给有需要的人，
让爱心不断传递。

最近，三星村准备进一步丰富驿
站服务功能，实现一站式、24小时自
助寄取快递。“还要尝试通过物流带动
农产品出村，为乡村振兴、村民致富贡
献力量。”陈亮说。

快递进村

乐了百姓、活了乡村

11月28日，武进区漕桥初级中学的新教师和学生代表，在“中国好人”
孙国华老师事迹陈列室，聆听校领导讲述孙国华无私奉献农村教育的故事。

据介绍，2013年9月，孙老师把毕生积蓄190万元全部捐给武进区树人
教育发展基金会，并在漕桥初中设立“孙国华奖励基金”，9年来，已累计奖
励师生近2000人次。在让一批批漕中学子受益的同时，该基金和孙老师的
事迹也激励着师生在“求真、扬善、尚美”的道路上昂扬前行。

丁国荣 黄智平图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