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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沈澎澎 刘懿）从19日
晚上到20日，一场爱心药物传递在常
州经开区遥观镇剑苑社区上演，几十
份爱心礼包被送到了最有需要的人手
中。一些居家高热不退、买不到药的
群众，感受到了邻里的温暖。

如何将紧缺药物送到最需要的人
手里？剑苑社区在微信公众号“和美
剑苑”发布了《有余药，请分享！有需
要，请留言！》一文，呼吁居民将手中多
余药物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同时结合
前期成立的精网微格楼栋志愿群，排
摸高热在家无药的居民，并对70岁以
上独居老人开展电话健康关爱。社区
工作人员连夜采购新鲜柠檬、N95口
罩；20日中午前，梳理出第一批需要
送药的人群。

爱心包、N95口罩、布洛芬胶囊、
新鲜柠檬……家住天隽峰荟的刘海军
下午收到爱心礼包后很感动，“家里我
和妻子、孩子都‘阳’了，硬扛了两天。
看到社区楼栋群里一发爱心药物的共
享信息，我立刻向社区求助，今天就拿
到了，非常感谢。”

送药的正是剑苑社区居民小组
长黄锡，在看到社区发出微信倡议
后，他将自己前期买的感冒退热药
捐了出来。

遥观镇剑苑社区：

邻里互助，
爱“药”共享

□吴燕翎 李智娴 秦佳

12月20日上午10点，三井街道
汉江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周耀清又带着
50个口罩和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来到外卖送餐行业党委三井服务
中心。热水壶里的水有没有加满、泡
面等物资是否备足、急救药箱里的物
品是否还充裕……一一检查后，他开
始在门前的汉江路“奋斗者小站”向路
过的外卖小哥发放口罩。

不一会儿，美团外卖河海站站长黄
晗懿来了。周耀清把早已准备好的口
罩、泡腾片、酒精等放到包里，让他统一
带回去发放给同事们，并叮嘱道：“这几
天在外面跑，一定要多注意防护啊。”

今年以来，汉江路国际街区打造
专属网格，组建了一支以外卖小哥为
主体的“骑手网格员”队伍，参与到社
区微治理行动中，与社区形成了良好
的联动。10名骑手网格员充分发挥

“流动探头”的工作特性，以“随手拍”
“随时拍”方式，将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反
馈上报，由社区网格员接单受理。截至
目前，“骑手网格员”已提供线索协助公
安办案2起，排除消防安全隐患20起，
食品安全隐患8起，协助解决各类社会
治理事件80余起，为打造安全街区、和

谐社区建设贡献“微力量”。
当前，由于疫情，外卖运力也明显

不足。社区在日常网格巡查的同时，
也没忘了“小哥”们。“我们社区的网格
员每天至少要来两趟检查物资，发现
不足及时补上。虽然最近经过的外卖
小哥明显减少了，但我们也想力所能
及为他们做些什么。”

黄晗懿说，自从去年11月外卖送
餐行业党委三井服务中心揭牌以来，
他们在这里享受到了很多福利，“社会
关爱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为社
会贡献一份力量，最近接的单子有不
少就是药品和防疫物资的，我们要将
这些尽快传递到需要的人手中。”

秦佳 摄

汉江路国际街区：

社工与外卖小哥的“双向奔赴”

□尹梦真 李智娴 殷铭

“谁家有小孩子的退烧贴？可以
卖我两个吗？”“我们家有，你直接来我
门口拿吧。”

“邻居们有急需抗原的可以跟我
拿，不要钱。”

“我在电梯里放了个小药盒，里面
有退烧药，有需要的邻居可以去拿。”

……
12月19日，新北区九龙仓擎天

半岛小区的几个业主群里，互助消息
不时跳跃着，不少热心居民都参与到

邻里守望相助的接力中来。
33栋居民李欣荣告诉记者，19日下

午，她看到有邻居在楼栋群里求小朋友
用的退烧贴，很快就得到了其他邻居的
回应帮助，不久又有居民求抗原，她想到
自己家有多出的抗原。“我之前因为有些
症状，所以买了一些自用的，测了两次都
没问题，我就想着也许可以给更需要的
人。”李欣荣便在群里发了条消息：“邻居
们有急需抗原的可以跟我拿，手里有30
个，不要钱。”说完，她把抗原放到了电梯
口，让大家自己来取。

“我们小区的邻里氛围一直很好，平时

大家缺什么都会互相帮忙。去年我们楼栋
封控期间，我半夜胃疼得睡不着，在群里问
了一声，楼上的邻居直接就把药给我送上
了门，让我特别感动。”让李欣荣没想到的
是，说好抗原不收钱，可第二天她却在门口
收到了匿名邻居送的水果和儿童奶酪，“东
西就直接挂在大门把手上，也没敲门，我们
很晚才发现，都是很温暖的一群人。”

无独有偶，25栋的电梯里出现了一
个装满退烧药的小药盒，写着“已消毒，
有需要可自取”的小贴纸贴在药盒正上
方。这是这栋楼业主李梦云和女儿一起
为邻居准备的。

“最近几天药有些难买，楼栋群里也
经常会有邻居求药消息，因为我家平时
常备这些，所以拿出了一些，带着孩子一
起做了这个小药盒，想力所能及帮帮大
家。”李梦云告诉记者，她放进小药盒的
药很快就被邻居拿完了，后期她和其他
邻居陆续去添过一些。“不仅仅是药品，
还有邻居拿出了艾条、精油等缓解症状
的好物放在电梯里和大家分享，有些邻
居出去买药、买防疫物资，也会在群里问
一声，需不需要代买？都说远亲不如近
邻，我们邻里关系这么和谐真的让人骄
傲又开心。”

三井街道邻里互助共抗疫：

“直接拿，不要钱！”

本报讯（吕亦菲 李智娴 丁诚）
为进一步弘扬体育彩票“公益体彩 乐
善人生”的公益理念，帮助困难群众温
暖过春节，19日上午，常州市体育局
机关党委携手常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党支部，走进三井街道府新社区，开
展“公益体彩 爱心暖冬”活动。

据了解，常州体彩已连续十年开
展“公益体彩”系列主题活动，通过“暖
冬季”“关爱季”和“助学季”活动，在酷

暑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在寒冬为困难
家庭送温暖。

活动现场，居民代表吴亚珍阿姨向
常州市体育局和常州体彩表示衷心感
谢：“体彩给大家准备的东西都非常实
用，从大米、油等生活必需品到牛奶、红
枣、年货大礼包，心意满满。居民们都非
常感激。见到各位就跟见到亲人一样，
对我们老人家来说，大家常来看看、常来
玩玩，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

随后，慰问组一行人来到88岁的独
居老人周兰芳家中，详细了解周奶奶的
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鼓励她积极克服
困难，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社区帮忙，同
时嘱咐特殊时期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
己，并提前向她致以新春的祝福。

“公益体彩 爱心暖冬”慰问帮扶贫
困家庭是常州体彩的传统品牌活动。近
年来，常州体彩牢记国家公益彩票定位，
以责任彩票建设为引领，以春节、重阳等

重大节日为契机，持续开展定点帮扶慰
问活动；同时，秉承“公益体彩 乐善人
生”的理念，深入推进“微光行动”系列公
益活动，并建成四大公益活动基地，为人
民幸福添彩。

未来，常州体育彩票将始终秉承“来
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不忘公
益初心，汇聚公益“微光”，以推动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为己任，致力为更多人送去
体彩关爱。

“公益体彩 爱心暖冬”活动走进三井街道府新社区

□本报记者 吕亦菲

12月18日晚9点半，“中国体
育彩票”2022卡塔尔世界杯欢乐嘉
年华活动在江南环球港举行，球迷
朋友们齐聚一堂，现场观看世界杯
决赛。现场的演出和游戏互动为大
家带来了精彩的“足球之夜”。

绚丽的世界杯背景板，环球大厅
的超大电子屏幕，专属的世界杯小礼
物……尽管无法亲临卡塔尔现场，主
办方营造的火热气氛也让驻足观赛
的球迷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

当天的“足球之夜”分三个部
分。22点30分之前为球迷欢聚时
间，常州少儿女子手球队活力满满
的手球操、柔美的舞蹈表演为活动
预热，观众席上摆满了酒水、饮料、
小吃，球迷们早早就坐在了观众席，
等待着决赛的开场。22点 30 分
后，广大球迷现场互动，点燃整个现
场的气氛。现场展示区更是为球迷
朋友们准备了一台体彩售票机，快
乐购彩、理性投注，让观看球赛时多
了一份不一样的体验。

23点，世界杯决赛正式开始。随
着比赛的进程，现场观众席传来一阵
又一阵欢腾的声音。在比赛中场休息
和球赛结束后，主办方还为大家带来
了抽奖活动，参与者们在感受浓厚足
球氛围的同时，还收获了常州体彩送
出的关爱。

资深球迷刘先生参加了本次嘉年
华活动，从小就喜爱足球比赛的他对
世界杯有着深厚的感情：“今天是受朋
友邀请来看比赛直播的。这里又能看
球赛，又能玩竞猜。拿着彩票看世界
杯，真的很过瘾！”

据悉，在此次世界杯举办期间，常
州体彩积极践行责任彩票建设，宣传
公益体彩正能量，精心打造一系列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世界杯主题活
动。11月21日2022卡塔尔世界杯常
州体彩公益行动暨常州地铁专列正式
发车，常州体彩用实际行动贯彻执行
绿色环保理念。此外，常州体彩还通
过开展“一日店长”活动，将体彩知识
与世界杯赛事相结合，让大家在感受
世界杯激情的同时传播体育文化，传
递社会正能量。

常州体彩举办
世界杯欢乐嘉年华活动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6日下
午，市体育局开展安全生产宣讲活动。
宣讲旨在推动各单位政治站位再提高、
思想认识再深化、工作责任再落实，进一
步压紧压实基层一线和广大企业安全生
产责任，指导帮助各类生产经营单位明
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加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能
力，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培训特邀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监督局一大队大队长袁坷，作主题为《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宣讲，
为系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奠定了坚

实基础，让大家受益匪浅。
各辖市、区体育主管部门，常州经

开区社会事业局相关处（科）室负责
人，各辖市、区多家体育类企业主要
负责人，体彩中心相关部门负责人，
局属各体育场馆主要负责人共同参
加了培训。

市体育局开展安全生产宣讲活动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 17日

上午，2022年江苏省青少年击剑俱
乐部联赛暨校园联赛（第十站）在常
州举行。这是该项赛事今年在常州
进行的第二站。

比赛由江苏省体育局、江苏省教
育厅、江苏省文明办、共青团江苏省
委、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发展体
育基金会主办，常州市体育局承办，常
州市体育发展基金会协办，常州乐天
体育活动咨询有限公司运营。

比赛分为 14—15 岁、12—13
岁、10—11岁、U9四个组别，分别
展开男/女花剑个人、团体，男/女重
剑个人、团体，男/女佩剑个人、团体
等多个项目的争夺。

比赛执行《江苏省青少年击剑俱
乐部联赛竞赛管理办法（试行）》，采
用中国击剑协会最新审定的《击剑竞
赛规则》，并执行或提前执行以下最
新竞赛规则：每局比赛时间为 3分
钟；伤停时间 5 分钟；12—13 岁、
10—11岁、U9组个人赛直接进行淘
汰赛，花剑、重剑采取3局 10剑制，
佩剑采取上下半场10剑制，比分到6
休息1分钟；14—15岁组个人赛采取
分组循环赛和直接淘汰赛形式，团体
赛采取直接淘汰赛形式，前4名通过
比赛决出。

全省各地60余名小小剑客齐聚
常州国际会展中心，展开“华山论
剑”。其中常州有35人参赛。

2022年江苏省青少年击剑俱乐部联赛
暨校园联赛（第十站）在常州举行

本报讯（常市监 董心悦）受疫
情影响，目前外卖配送存在运力不
足、配送压力较大等情况。近日，市
外卖送餐行业党委发出倡议，请市
民朋友对订单积压等情况多加谅
解，并鼓励有闲暇时间、个人条件允
许的居民参与外卖配送工作，为千
家万户送去一份温暖。

参与外卖配送服务的人员须具
备以下条件：身体健康，已接种新冠
疫苗第三针；本人及同住人员7天
内未出现发热、咽痛、抗原或核酸检
测呈阳性等情况；本人自有电动车、

摩托车等交通工具；配送期间做好个
人防护，时刻牢记“安全第一”，工作时
需严格佩戴好N95口罩。

符合条件的居民在手机软件商城
中下载“美团众包”或“蜂鸟众包”，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进行注册接单。

我市面向社会招募外卖骑手

□谈必行 曾艺

张振东很忙，只有饭点才能抽
空聊几句。每天从清晨到半夜，他
的微信响个不停，微信群里，都是家
长们的求助、药品的交换等信息。
中午匆匆扒几口饭，他又出门去给
一位6岁孩子送儿童布洛芬颗粒。

身为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玲珑社
区护航青少年成长中心发起人、龙
虎塘实验小学家委会会长，张振东
所在的近500人的家长群，最近成
了一个效率极高、令人安心的互助
团体。根据群里的互助信息，大家
轮流贡献出自己的备用药品、抗原、
体温计、口罩，张振东则和骨干志愿
者们“跑腿”送上门，为心急如焚的

家长们解燃眉之急。
“这个微信群原本是学校的家庭

教育指导群。上周有孩子突然病倒，
一位家长因家中无药进群求助，马上
有人送出一瓶美林。想到最近的形
势，我便试着号召大家让家里的囤货
流动起来互帮互助，没想到一呼百
应。短短一周时间，至少已有上百个
家庭参与其中。”张振东说，群里的家
长们达成了共识，药品大部分免费提
供，其他物资要么按成本收费，要么
算“借”的。

很多家长在群里接受过帮助，没
过几天，又会给张振东和志愿者们送
来更多药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
段困难的日子很快就会过去。”“有这
样充满爱心的群，真的让人很安心。”

近500人的家长群护航青少年成长

（上接A1版）
占地面积达34.64公顷的红梅公

园经过大手笔改造，于2006年9月28
日向市民免费开放。此后，常州所有
市政公园的围墙都被拆除，成为当时
全省唯一一个市政类公园全部免费开
放的城市，不仅得到了市民的称道，还
成为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

2009年，常州市敞开公园建设管
理体制机制创新项目获得中国人居环
境奖。

那时，常州还不惜投入建设了多
个大公园和大规模的城市绿地。仅
2009年，常州就建设改造了飞龙公
园、西林公园等9座公园绿地，新增绿
地面积 55.23 公顷，改造绿地面积
18.92公顷。

（二）
“让市民出门到达公园绿地的距

离从1000米缩减到300米。”进入新
时代，市民对于城市生活品质的需求
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建设的理念、要求
和标准也在不断升级。

去年，戚维平又投身到关河路精
品绿化道路的改造提升中。

关河位于常州老城厢的北边线，
与大运河组成文化水环，是常州城区
的一条历史文化长廊，在老常州人心
中的分量很重。“关河沿线原有的绿化

基础很好，树木茂密，养护得宜，但也有
诸多不足。”戚维平说，原有的绿化带空
间过于荫蔽，利用率低，滨河慢行系统也
存在堵点，老百姓看得见绿，但走不进、
也摸不着。为此，2.4万平方米的关河路
绿地以口袋公园为改造方向，保留了原
有的450棵法桐和一些高大乔木，通过
巧妙设计和科学移栽，将原本封闭的绿
化带开放，形成滨水公共开放空间，并在
内部增设了休闲步道、景观小品和5000
多盏路灯、庭院灯、柔性霓虹灯，同时新
增了以绣球花为主的开花植物，布置了
组团式花境。这样一来，市民到这里散
步，不仅能见绿，更能赏花，不仅能滨水，
更能亲水，别有一番趣味。

除了提升游览体验，口袋公园在更
新过程中还特别注重人文关怀。与关河
绿地口袋公园改造同步，原有的公厕也
进行了“革命性”的升级改造，建成了集
合基础功能、便民服务、便民商业、公共
服务四大功能的便捷驿站。这些，连老
园林戚维平都不禁感慨：多项“黑科技”
的使用，刷新了他对公厕的认知。第三
卫生间装的是感应式门锁，只需在感应
区挥手就能开门，里面设置了儿童安全
座椅、紧急呼叫器等人性化设施，还配备
了新风系统。驿站共享空间，不仅有手
机充电器、直饮水机、擦鞋机、微波炉等
设施，甚至配备应急救护利器——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昔日公厕，通过微改

造已成为过路市民和户外劳动者“渴了
能喝水、热了能乘凉、冷了能取暖、累了
能休息、伤了能急救”的暖心歇脚之地。

每天晚饭后，戚维平习惯和爱人一
起出门散步，总要到关河绿地口袋公园
转一转。这里的人气让他感受到了久违
的里弄“烟火气”，锻炼、跳舞、摄影、下
棋，居民总是成群地聚集在这里，即使到
晚上9点多，仍是一片熙熙攘攘的热闹
景象。他还多次遇到美术生来口袋公园
写生，以往，这只有在红梅公园等大公园
才能看到。

（三）
“像关河绿地口袋公园这样的迷你

城市开放空间，仅今年常州就改扩建了
28个。”戚维平介绍，近年来，常州以建
设“公园城市”为目标，将公园形态与城
市空间深度融合，园中建城、城中有园、
移步闻香。其中，以口袋公园为代表的
迷你城市开放空间是重要抓手和载体之
一。

少年宫西大门口袋公园，以向青少
年普及安全知识为主题，设有绿梦童区
角，趣味互动区，让来参加活动的孩子和
家长，在门口休息、等候时也能有所收
获；西新桥三村口袋公园，以法治文化为
特色，在公共绿地外增设漫画展示区，寓
教于乐、以案释法，深受小区居民喜爱；
牛塘镇卢西村口袋公园以乡村文化资源

为特色，打造橘猫胖花、阳光开朗的阿
婆、酿制米酒的老伯等IP形象，为乡村
振兴增添浓厚文化氛围……一个个口袋
公园已在常州星罗棋布，且从城市扩散
到乡村。

“一园一特色”，常州突出让城市里
的原有绿地或闲置空地等资源得到有效
利用，以此打造城市公园绿地“十分钟服
务圈”，围绕老旧到焕新的价值更新、郁
闭到开敞的空间更新、单一到复合的功
能更新、深绿到亮绿的生态更新四个方
面，用“绣花功夫”精雕细琢出了一系列
口袋公园，2021年被住建部列入“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并在全国作为城
市居住社区活动场地设施建设的典型经
验予以推广。

串园成线、联绿成片，截至2021年
底，全市建成公园绿地面积3196.28公
顷，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超过
90%，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达14.91
平方米。“推窗见绿”已在常州成为现实。

“经历过大规模的增量建设阶段，当
前城市建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
好’，通过原有城市绿地的改造升级，在
细微处着眼，突出‘可看、可进、可享’，是
我们在城市更新中的一点探索。”戚维平
说，让市民在移步换景中实现生活品质
的跃升，实现获得感、幸福感的丰收，是
他这个老园林和同事们在新时代的新追
求。

当年规划建设大公园，如今享受身边小游园

（上接A1版）
立足研究型审计，发挥宏观管

理职能作用。探索项目组织管理创
新，加强大数据审计应用，积极拓展
经济责任、财政资金、资源环境和公
共投资项目的审计广度和深度，以
研究促审计，以审计助决策，不断提
高审计质量和水平。

打造“五型机关”，促进审计队伍
建设行稳致远。深入推进“五个强
审”，打造政治型机关，永葆本真本色；
打造能动型机关，彰显有为有位；打造
研究型机关，强化主责主业；打造智慧
型机关，持续创新创优；打造廉洁型机
关，坚守正心正行。珍视团结，凝聚力
量，锻造审计文化，展现审计担当。

（上接A1版）
会议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讨论稿），决定进一步修改完
善后提交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常州市人大
常委会环境保护监督办法》，书面听

取并原则同意了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工作情况报告和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
作情况报告。

会议还听取了市十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代表议案建议主任督办件处理情况
报告和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其他有关议程内容准备情况的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