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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洪涛 邱北海 邱博雅
储乐天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昨天上午，由市档案
馆、市住建局联合主办的“档案印

记，住有宜居”主题展在常州市地
铁档案文化长廊（地铁 1 号线博爱
路站 3 号出入口）对外展出，展期
半年。

本次展览从常州市住房建设
发展史入手，以常州市住房建设档

案为依据，重点整理改革开放以
来，常州市住宅小区和周边配套设
施的逐步完善的足迹，特别是部分
老小区的改造成果，突出展示了

“人民至上，住房为民”的常州城市
建设理念。

本展览分为起步篇、发展篇、
完善篇、变迁篇、宜居篇 5 个部分，
通过撷取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小
区住宅的图片、媒体报道、文书资
料、荣誉表彰等 400 余张照片，展
现“常有宜居”的幸福底色，以生动
直观的方式唤醒常州人关于“家”
的变迁记忆。

档案见证小康路。常州住房
保障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贡献
了“ 常 州 方 案 ”和“ 常 州 经 验 ”。
1978 年，常州住宅建设进入起步
阶段，以花园新村、清潭新村等一
批配套齐全的住宅小区为代表的
常州小区建设综合开发模式享誉
全国，其中红梅西村夺得了全国建
筑最高奖“鲁班奖”。2017 年 10
月，常州市住房保障全覆盖工程项
目被授予“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档案印记，住有宜居”主题展览开幕

400余张照片见证常州人“家”的变迁

■常体 吕亦菲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昨天中午，随
着常州跆拳道队在最后一
轮男子乙组 62 公斤级铜牌
战中顺利拿下比赛，我市跆
拳道队已完成第二十届省
运会所有参赛任务，共收获
4金3银4铜，创历届省运会
客场作战最好成绩。

本次跆拳道比赛自7月
13日在泰州市医药高新区正
式启幕，为期6天，共设置了
男、女16—17岁、14—15岁、
12—13岁组各公斤级个人、
团体共28枚金牌。全省十三
市的 418 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其中常州队运动员38名。

开赛第三天，刘佳宝、
凌玮嘉先后斩获男子甲组
54 公斤级、男子乙组+74 公
斤级两项冠军，在当天决出
的 6 枚金牌中揽得 2 金。第
四个比赛日，常州跆拳道队
一鼓作气，武翩翩勇夺女子

乙组 59 公斤级金牌。开赛
第五天，常州跆拳道队运动
员陈佳阳以 43∶9 的绝对优
势轻取女子乙组 44 公斤级
冠军，这也是常州跆拳道队
在本届省运会中取得的第4
枚金牌。

此外，常州在男子乙组
74 公斤级、女子乙组 49 公
斤级、男子丙组 58—62 公
斤级小团体项目上收获银
牌，在男子甲组 54 公斤级、
女子甲组 47 公斤级、男子
丙 组 58—62 公 斤 级 小 团
体、男子乙组 62 公斤级项
目上收获铜牌。

跆 拳 道 运 动 以“ 始 于
礼，终于礼”的武道精神为
基础，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
爱，在常州有着广泛的群众
基础。从 2014 年开始，跆
拳道项目连续9年被列入常
州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
务系列赛事活动。常州跆
拳道队还培养输送了奥运
会冠军赵帅。

常州跆拳道队
创历届省运会客场作战最好成绩

4金3银4铜圆满收官

■郑雨露 王锐

本报讯 以创意设计引领乡村
未来，以文化创意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第二届全国印迹乡村创意设
计大赛江苏省赛启动仪式暨创意
设计赋能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 15
日在钟楼区举行。

此次江苏省赛的主题为“发掘
农耕文化印迹 设计未来美好生
活”，由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
兴局和常州市政府主办，钟楼区政
府、市农业农村局承办，采取“省
赛+定制赛+专项赛”的模式进行。

江苏省赛设置了村庄规划设
计、乡村景观设计、乡村公共设施
设计、乡村专项设计四个单元，与
全国赛竞赛单元同步，通过大赛官
网面向全国公开征集，获奖作品入

围全国总决赛。
定制赛作品征集将以钟楼区

“殷杏泰”为范本，融合文化、艺术、
生态、科技，通过设计引领殷杏泰未
来乡村振兴新路径，充分展示乡村
振兴的“殷杏泰实践”。作品要求立
足殷村职业教育资源和新孟河水利
风景湿地景观带项目资源开展乡村
设计，根据“殷杏泰产教融合示范区”
发展定位、风貌特色和土地利用方
案，结合不同基地的具体设计要求，
提交建筑及环境设计方案。定制赛
参考基地为殷村（职教校区）、杏塘村

（美丽乡村）、泰村（产业园区）。
专项赛作品征集将围绕数字

乡村和智慧农业发展实际，征集具
有前瞻性的优秀产品、系统和服
务。参赛内容分为智能农业装备、
三农大数据平台、农业农村数字化
服务系统三大类，要求参赛作品具

有实物形态、直接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使用，不需要二次加工或系统集
成；数据平台能通过互联网面向企
业或农户提供服务；有数据获取的
稳定渠道和机制；2020 年 1 月 1 日
后量产或开发的设备且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据了解，江苏省赛要求基础赛
道参赛者按照高校组（高等院校在
校学生）和社会组分别参加评选。
高校组强调创意导向，更加偏向于
概念性；社会组更加强调应用导
向，更加偏向于落地性。需要注意
的是，参赛作品的创作时间应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后，已经参加过
第一届大赛的作品不能再参加本
届大赛。江苏省赛每个类别设一
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颁奖仪式将结合中国农民丰收
节活动于9月份举行。

第二届全国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江苏省赛在常启动

创意设计赋能乡村振兴

■凃贤平 李守洋 罗翔

本报讯 昨天，天宁区
全民阅读促进会成立大会
在青果巷举行。江苏晋陵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党总支书记苏刚当
选为第一届会长。

“书香天宁”建设近年
来加快推进，分层分类开展
主题活动，形成了“青果思
享会”“郑·阅读”“百米读书
圈”“雅致兰陵”等阅读品
牌，24 小时智能自助图书

馆、菱溪书屋、鹤峰书院等
阅读点成为网红打卡地。
全区居民综合阅读指数，连
续3年名列全市前茅。

天宁区将结合创建第
四批江苏省书香城市活动，
积极探索实施“政府+社会”
建设模式，在条件较好的大
中型企业、学校、城市综合
体、机关事业单位打造阅读
新阵地；积极探索实施“平
台+志愿”“实体+虚拟”模
式，打造网络图书馆，吸纳
社会志愿者参与，激发全民
阅读的热情。

天宁区成立全民阅读促进会

■张田 陶新峰

本报讯 2023 年，苏南沿江城
际铁路将开通运营，为助力我市

“532”发展战略，高质量打造“轨道
上的常州”，同时积极响应《关于举
办“童”绘“轨道上的江苏”全省少
年儿童绘画大赛的通知》要求，记
者昨天从市交通运输局（市铁办）
获悉，“南沿江铁路杯”全市少年儿
童绘画大赛活动即日启动。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集中展示
铁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采神
韵，展现高铁给百姓带来的幸福

感，牢固树立铁路安全发展理念。
“南沿江铁路杯”全市少年儿童绘
画大赛由市安委办、市交通运输局

（市铁办）和团市委联合主办。
本次绘画活动主题为“童心绘

高铁安全伴我行”，活动对象为我市
14 周岁（含）以下的绘画爱好者。
此次比赛奖项分为两部分：一是人
气奖 10 名，由网上投票产生；二是
邀请专业评委进行评审，设置一等
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
秀奖 10 名、优秀组织奖 10 个。获
奖作品将通过报纸、微信公众号及
展板等线上线下方式进行展出，优
秀作品将推荐参加“童”绘“轨道上

的江苏”全省少年儿童绘画大赛。
参赛作品以附件形式发送至

投 稿 邮 箱 czxjzyx@126.com，邮
件主题注明“‘南沿江铁路杯’全市
少年儿童绘画大赛”，8 月 15 日 20
时征稿截止。网上投票时间为 8
月 16—31 日，将直接产生 10 名人
气奖。9 月初，将由主办方邀请专
家对参赛作品进行审核、评选。9
月中旬，将对获奖作品、作者及优
秀组织单位进行表彰，发布获奖名
单，颁发证书并予以奖励。参赛者
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州小记者协
会”点击活动报名微信，按照相关
流程要求参加比赛。

“南沿江铁路杯”全市少年儿童绘画大赛启动

市民驻足观看主题展 女子乙组59公斤级冠军武翩翩（右）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