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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雨露 六莹

本报讯 记者从常州大剧院
了解到，8 月份将有两场钢琴独
奏音乐会与常州市民见面，分别
为行走在黑白琴键上——张昱煜
钢琴独奏会和《强者独白Ⅱ·李斯
特巅峰作品选》·常州站——吴牧
野钢琴独奏音乐会。

8月8日，南京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副院长、钢琴系主任、硕士生
导师，GROTRIAN（高天）钢琴
艺术家张昱煜将演奏巴赫、贝多
芬、勃拉姆斯的经典作品。张昱
煜曾在香港等国内重要城市演
出，并受邀前往多个国家演出，足

迹遍布比利时、意大利、德国、日
本、美国。2005 年，张昱煜曾应
邀参加瑞士VERBIER国际音乐
节，他出色的演出得到了世界著
名钢琴演奏大师阿格丽姬女士和
基辛先生的赞扬。

2022年适逢李斯特诞辰211
周年。8 月 27 日，《强者独白Ⅱ·
李斯特巅峰作品选》·常州站——
吴牧野钢琴独奏音乐会将在常州
大剧院大剧场上演。本次独奏音
乐会上，吴牧野将以自己对李斯
特作品的深刻理解，传承且重新
诠释李斯特的巅峰乐章。九首选
曲集李斯特钢琴创作之精巧妙
思、华丽炫技、丰富情感为一体，
体裁囊括奏鸣曲、狂想曲、圆舞

曲、夜曲等。作为在国际上享有
盛誉的钢琴大师，吴牧野的演奏
兼具想象力和爆发力，深得法国
钢琴学派精髓，技巧高超，触键细
腻精准。

据了解，吴牧野钢琴独奏音
乐会也是 2022 常州中吴文化艺
术节惠民补贴项目，购买 680 元
价位门票可享受 50%惠民补贴，
补贴后实际票价为 340 元，每场
补贴票总量仅限100张。每人限
购2张，售完即止。

8月，两场大师级钢琴独奏音乐会来袭

■周洁 常文旅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江苏省文旅厅
日前发布“第二批省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拟
认定名单，天目湖旅游度假
区滨湖核心区成功上榜。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举
办的“水韵江苏·有你会更
美”文旅消费推广第一季
成果发布暨第二季启动仪
式上，江苏省文化和旅游
厅公布了江苏省第二批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建 设 单 位 ，天 目 湖 入 选 。

自此，天目湖滨湖核心区
进一步提升和丰富夜间文
旅消费业态，推出一系列
主客共享的夜游产品和线
路。夜游画廊之山水园夜
航、夜游画廊之景詹沙河
大桥水幕灯光秀、夜游画
廊 之 灯 光 互 动 、“ 有 个 大
坝”夜间集市、天目湖山水
园之湖秀天幕、天目湖海
洋世界夜公园、天目湖水
世界夜公园、夜间研学、星
空露营⋯⋯一系列产品组
成丰富的夜游内容，让夜
晚的天目湖人气旺起来、
夜经济燃起来。

天目湖入选
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7 月 29 日晚，中吴宾馆
为期两周的“德式风情美食
节”开幕，特邀重量级德国大
厨Mr.Alfred Pichler，在缤纷
自助餐厅为龙城食客呈现纯
正的德国风味。德式香肠、

烤脆皮猪肘、碱水包、苹果
卷、巴伐利亚蛋糕等美食，还
有精酿鲜啤，为市民开启一
场德式风情风味之旅。

■陈昔希 刘克林 高岷
图文报道

中吴宾馆
德式风情美食节开幕

■郏燕波 韩一宁 图文报道

本报讯 7 月 28—31 日晚，
溧阳市溧城街道“荷风市集”第一
期在礼诗圩村拉开序幕，将荷花
元素融入乡村市集，用时尚业态
点燃夏日夜经济。

村民刚采摘的莲蓬头，“凝
翠”的中式点心，亦或抖音直播歌
手带来的歌曲演唱，都让人在这
个夏天找到片刻的宁静。短短 3
天时间，“荷风市集”营业额达 28
万元，共接待游客4万人次。

荷花池塘旁，汽车在路边一
字排开。后备厢一打开，立刻就
变成货架，摆上汉堡、甜点、玩偶、
鲜花等商品，拉起创意十足的横
幅，挂上夜灯，旁边再放置一些桌
椅，一个摊位就撑起来了。整个
村庄充满烟火气。

“没想到村里还有夜市，各种
小吃不仅味道好还很卫生。这家
卤鸡爪挺好吃的，价格也实惠，很
多人来晚了都吃不上呢！”市民李
军边吃着鸡爪边说。

听着客人对自己的食品赞不
绝口，村民小马高兴地说：“村里
的市集开起来后，我在家门口就

能做生意了。光顾我生意的客人
越来越多，人多时，我一晚能有
500元营业额。”

“荷风市集”作为一种新颖时
尚的经营方式，共吸引了80多家
商铺入驻，商家多为年轻人。这
些摊主有些原本拥有实体店，希
望发展新的销售渠道；有的作为
副业，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摊。

在外地工作的陈雨婷休假回
老家，听说有这么个集市，很想凑
个热闹，就约上两位朋友一起卖
花。打开后备厢，就打开了一个
浪漫的世界。

一个手机、一只音响、一支话
筒，简单的几个设备就搭起了一
台小型演唱会。抖音直播歌手

“野鱼”用充满活力的歌声，为礼
诗圩的夏天带来全新的听觉感
受。

礼诗圩村的荷花已进入观赏
时节，荷塘内，白莲、粉莲竞相开
放，别有一番风情。漫步在整洁
的小路上，映入眼帘的是“青荷盖
绿水，芙蓉披红鲜”，蜻蜓在荷塘
里嬉戏，夏日里那一抹浓重的绿
色中泛着粉白色，吸引市民前来
观赏。

“我觉得这里的氛围特别好，

让我感觉很放松，跟逛商场和城
市夜市不同，这里又能逛夜市又
能看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体
验。”正在购买冰粉的严女士说
道。

据江苏礼诗荷韵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庄黎梅介绍，为助
力乡村振兴，溧城街道在原有的
荷塘区域范围内打造“荷风市
集”，完善基础设施，拓展流动摊
位，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创业就业
的机会，还带动了“夜间经济”的
发展，更丰富了群众的夜生活，实
现了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持续
壮大。

火爆的夜市带动了乡村经济
发展，不仅给入夜的村庄增添了
不一样的色彩与欢乐，还为许多
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打造了一个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荷花开了，白天游客来欣赏
美景，晚上在我们的餐厅用餐，我
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现在又招聘
了 3 位村里的阿姨过来帮忙。”

“田原乡味”茶室负责人施珺说。
“荷风市集”现场惬意自由的

环境，同时也离不开街办背后的
支持。

“‘夜间经济’是当下的热词，
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生活
方式。我们举办了‘荷风市集’，
打造集休闲、美食、文化于一体的
生活美学市集，有效激活了乡村
夜经济。同时，我们注重文化元
素的植入，通过举办不同主题的
文化活动，一方面吸引更多游客
来游玩，另一方面，让游客在逛市
集的同时，感受到礼诗圩特有的
文化气质。”庄黎梅说。

据悉，“荷风市集”共持续 4
周，活动时间为 7 月 29 日—8 月
28 日的每周五、周六、周日 18∶
00—21∶30。

乡村“荷风市集”点燃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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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信
息 �常州金卡基材有限公

司管理人于 2022年 7
月25日接受江苏省溧
阳市人民法院指定后
未接收到常州金卡基
材有限公司任何印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苏蓝梵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继续使用

�溧阳市绿地再生资源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于
2022年7月25日接受
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
院指定后未接收到溧
阳市绿地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任何印章，声明
作废

�常州得赛斯科技材料
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
（仇康）一枚，声明作
废，寻回后不再继续
使用
�常州得赛斯科技材料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袁金苟遗失太平洋保
险公司保险销售从业
人员执业证，编号：
02000232040480002016003227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

本单位理事会研究决定，经请示业务主管部门，同意注
销“ 常 州 颐 和 太 极 推 广 中 心 ”（单 位 代 码 ：
52320400302234195）,请与我单位有债权债务关系
的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前来申报处理，
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

联系人：刘女士，联系电话：13616125966。
特此公告 。

常州颐和太极推广中心
2022年8月2日

公 告

�常州市武进诚益物资
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
320400735746057， 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