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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昆仑街道 30 户困难家庭喜迁新居

政府帮助翻建新房，
还添置家电家具
■袁杰 张国芳
芮伟芬 图文报道

华罗庚艺术团文化体制改革 20 年
今年夏天特别炎热，但溧
阳市昆仑街道夏庄村的史何信
一家却舒服多了。早在 6 月初
天热前，他们就喜迁新居。2 个
月来，老人一直念叨，感谢街道
给他家办了一件大好事。
他 60 多 平 方 米 的 新 居 是
推倒老房后在原地重建的。白
墙红瓦，外观大方漂亮；室内宽
敞明亮，有两个房间，屋内卫生
设施、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史何
信和老伴开心得合不拢嘴，逢
人就说：
“ 感谢共产党，感谢政
府，让我们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过上了好日子！”
史 何 信 夫 妇 今 年 都 已 80
多岁，年老体弱，他们的儿子因
中风瘫痪，生活不能自理，需常
年吃药，一家三口依靠低保金
过日子。
原先，他们住在只有 40
平方米的破旧老房子里，雨天
进水、冬天穿风。
今年以来，昆仑街道对辖
区内散居五保户、因病致困等
低收入群体进行多轮现场调
查，摸排出 24 户散居五保户、3
户低保户、2 户困难残疾人家
庭、1 户低保边缘家庭。这 30 户
家庭的房屋均为年代久远的砖
木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屋内则
是阴暗潮湿，急需翻建或加固
修缮。

“惠民演出月”感恩社会各界支持
■赵鹤茂 杨成武

史何信家改造前（上图）后（下图）
为保障困难群体居住安
全，今年 4 月起，昆仑街道出资
315 万元，邀请有资质的施工单
位对这 30 户困难家庭的房屋
进行全面翻建修缮，还给所有
家庭统一配置日常生活设施、
电器、家具等，有电饭锅、电磁
炉、电风扇、饭桌、板凳、彩电、
床、成品衣柜、洗脸池、抽水马
桶等，使得他们的居住环境得
到很大改善。
据悉，该街道此次改造的

30 户是一期工程，辖区内还有
部分农村困难群众的自建房年
代 较 为 久 远 ，比 较 破 旧 。下 一
步，街道将进一步排查摸底，根
据房屋实际情况与困难群众意
愿实施翻建或修缮，提升他们
的幸福指数。

上半年，金坛区委、区政府投资
600 多万元，为剧院扩建了多功
能排练厅，其中设有 208 座的小
本报讯“今天的演出让我
剧场，
可直接组织观摩演出。
和孩子都非常惊喜，感谢全体演
从 8 月 1 日起的一个月中，
职人员的付出和努力。”7 日下
剧院将以改革成长 20 年系列惠
午，一名观众带着孩子在省儿童
民演出活动，答谢社会各界关心
艺术剧院（华罗庚艺术团）剧场
和关注。其中，既有“喜迎党的
看完童话剧《白雪公主》亲子专
二十大·扬帆启航再出发”大型
场演出后，拉着院长史国生的手
综艺晚会、青春剧《野蜂飞舞》党
连连致谢。
史教育专场演出，也有优秀传统
2002 年 8 月 ，华 罗 庚 艺 术
锡剧（折子戏）演出、经典童话剧
团在全省基层院团率先实施文 《白雪公主》亲子专场演出等。
化体制改革。20 年来，该团弘
记者在当天的《白雪公主》
扬“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华罗
演出现场看到，小剧场里座无虚
庚精神，坚持主攻现实题材儿童
席，免费取票的家长和孩子们全
剧，先后排演《少年华罗庚》
《飞
神贯注盯着舞台。不时，舞台上
吧大雁》
《留守小孩》
《田梦儿》 的几个小矮人演员，蹦跳到台下
《戏娃》等 12 台大戏。剧团以文
与小朋友互动，观众席中发出阵
艺精品闯出一条新路，前年 6 月
阵惊喜的欢呼。
升格挂牌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
史国生说，剧院首次面向低
“两年多来，剧院克服疫情
龄幼儿演出，经典童话剧大受孩
带来的不利影响，苦练内功排演
子们喜欢。他和孩子们相约，下
新戏，得到了省市党委宣传部门
一部童话剧《丑小鸭》将很快与
的关心和支持。”史国生说，今年
他们见面。

常州君合慈善基金

9 年投入 220 万元帮扶因病致贫家庭
■尹梦真 褚磊
本报讯 为进一步发挥慈
善基金会力量，精准帮扶新北
区新桥街道、春江街道困难群
众，5 日上午，
“ 政企心连心 公
益伴我行”——常州君合慈善
基金会 2022 年度扶持社会组
织公益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新
桥街道举行。据了解，该基金
会 9 年来累计帮扶新北区因病
致贫家庭 1000 余人，共计投入

220 余万元。
为了进一步推进新北区慈
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君合
慈善基金会创新扶持形式，通
过购买 4 个社会组织项目为困
难人群开展专业化的社工服
务。
新桥街道商会会长、常州
君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常州君合慈善基金会发起
人吴伟峰在仪式上分享了他成
立君合慈善基金会的初心，并
表示要竭尽所能回馈社会，把

乡镇大桥加装电梯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
工，溧阳市别桥镇的别桥大桥
电梯加装工程已进入尾声，全
玻璃造型整体通透，顶部标志
醒目。
据介绍，别桥大桥西侧人
行步道由于受场地制约无法延
伸，故设计了电梯替代方案。
现在有了这部电梯的帮助，大
桥两侧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目前，大桥电梯通过质监部门
验收，将在完成合格证申领后
投入使用。
■郏燕波 刘喆 图文报道

慈善作为人生事业。
新桥街道表示，将立足政
府职能，无缝衔接、配合协助，
助力各个项目实施取得良好成
效，也期待君合慈善基金会能
不断助力新桥谱写慈善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活动中，常州君合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龙城拍卖有限公
司、新北区新桥街道商会、江苏
墨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表向
君合慈善基金会捐赠善款 10
万元。

“童心绘丝路，喜迎园博会”

市城管局举办少儿园艺创作课堂
■姚梦迪 蔡晓丹 秋冰
胡平 图文报道

的了解，对绿色、环保、园艺的热
爱，对第十二届江苏省园艺博览
会的期待和向往。
据了解，第十二届江苏省园
本报讯 市城管局近日以
艺博览会将于 9 月 26 日—10 月
“童心绘丝路，喜迎园博会”为主
26 日在连云港举行。为进一步
题，在市文化广场举办少儿园艺
宣传省园博会以及常州儿童园
创作课堂。来自我市部分幼儿
艺园，充分体现本届园博会“山
园和小学的 50 名儿童用手中的
海连云·丝路绿韵”的办园主题
七彩画笔，在 10 米长卷上画出
和公众参与的办会原则，市城管
充满童趣、充满绿色、充满幻想
局特举办了少儿园艺创作课堂，
的美丽画面。
以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增强
本次活动以在 10 米画卷、 省园博会的吸引力，营造常州迎
漂流瓶和明信片上进行绘画创
接省园博会的浓厚氛围。
作的形式开展。孩子们在老师
据悉，此次创作的所有作品
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以真诚的
都将在省园博会常州儿童园艺
童心，描绘出他们对“一带一路” 园泡泡屋中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