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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亦菲 文 夏晨希 摄

本 报 讯 昨 天 下 午 ，2022
常州市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暨

“全民健身号”地铁列车首发仪
式在常州奥体中心举行。

2018年，我市将每年8月确
定为“全民健身月”，同步实施体
育场馆设施免费优惠开放、举办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等一系列体
育惠民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朋
友关注和参与全民健身，宣扬积
极向上的体育精神，让健康生活
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昨天，我
市公共体育场馆向市民免费开
放。8月还将举办全民健身赛事
活动、开展公益科学健身指导等
系列活动。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为
民办体育”，以创建国家全民运
动健身模范市为引领，以民生
实事项目为抓手，不断完善城
乡一体“十分钟体育健身圈”功
能，连续4年开展慢病运动干预
项目，实施青少年脊柱健康公
益筛查服务中小学生。作为全

省此次参与国家全民运动健身
模范市评审唯一的地级市，我
市正加快建设国家体育消费试
点城市，同时全心培育体育人
口、全面推进体教融合、全力促
进体育消费、全方位支持社会
力量办队。在第二十届省运会
上，我市金牌数、奖牌数、总分
三项成绩在开赛后连续 49 天
位列全省第一方阵，创造了历
史最好成绩。

为了提升全民健身工作宣
传覆盖面，常州体育携手常州
地铁在常州轨道交通一号线推
出“全民健身号”列车，让市民

朋友在乘坐地铁的同时，了解
科学健身的方法，养成健康的
生活习惯，践行“全民健身，动
起来”的理念。

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
相关人员一同前往“全民健身
号”试乘地铁列车。

活动现场还启动 2022 年
第三轮常州体育消费券发放，
本次发放总金额 200 万元的体
育消费券，实行分批次滚动发
放 ，市 民 可 通 过“ 我 的 常 州 ”
App—“常享动”首页领券专区
在线领取，也可到各定点场馆
线下扫码领券。

“全民健身号”地铁列车首发，总金额200万元的第三轮常州体育消费券启动发放

我市启动全民健身月活动

■周茜 文 高岷 摄

本报讯“新时代颂——全
省党媒看武进”大型视觉新闻
行动 8 月 5 日至 7 日在武进区
举行，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新社、新华日报等国内重要
媒体，以及全省 13 家地市主流
媒体的 20 多名摄影记者齐聚
阳湖，用镜头记录新时代的武
进故事，展示武进风采与担当。

活动期间，摄影记者走进
中以常州创新园，感受园区创
新发展魅力；来到“两湖”创新
区核心区，定格“最美湖湾城”
宜居宜游宜业的生动画面；深
入武进国家高新区、武进绿建

区，通过实地走访蓬勃发展的
装备制造、智电汽车、绿色建筑
等产业集群，捕捉武进“智”造
谋发展、“绿”动建未来、争做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
范的强劲脉搏。他们还来到前
黄镇、嘉泽镇，走进具有武进特
色的农民自建区，参观风光互
补发电项目、花木产业项目等，
领略城乡协同、美美与共。

本次视觉新闻行动由江苏
省新闻摄影学会、江苏省摄影
家协会纪实摄影委员会、中共
武进区委宣传部、常州日报社
共同主办。活动期间，还举行
了江苏省新闻摄影学会新闻摄
影业务研讨会，评选出一批优
秀新闻摄影作品。

用镜头记录新时代武进故事

■周文娟 吴文杰 秋冰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我
市第十四届“十佳母亲”、第十
一届“十佳好儿女”揭晓名单。

“十佳母亲”分别是：为困
境儿童打造温馨港湾的杨竹
娇、为贫困生托起希望之梦的
袁湘勤、用妈妈般的爱去点亮
学生心灯的王凌云、照顾瘫痪
女儿 33 年的袁盘芳、累计出资
20 万元帮助贫困儿童的曹静
亚、培养自闭症儿子获残运会
银牌的彭健、抚养弟弟家孩子
和心系员工子女的“大爱母亲”
陈辉红、护航未成年人成长之
路的朱晓燕、照顾瘫痪儿子 22
年的戚菊媛、为 100 多个“特殊
孩子”点亮心灯的崔颖。

“十佳好儿女”分别是：20
多年照顾岳母的好女婿姚卫
春、社区空巢老人的“好儿女”
周亚瑾、为 430 多位老人养老
送终的孝子徐小扣、照顾痴呆
症公公和尿毒症丈夫的陈庆
秀、十四年如一日照顾瘫痪高
龄婆婆的欧丽华、照顾瘫痪母
亲 10 年的段建良、13 年尽心尽
力照顾 3 位老人的韩辛卫、160
多位老人的“暖心女儿”钱振

蕾、双独家庭里的顶梁柱蔡涵
钰、照顾瘫痪公公和智障小姑
的戚春香。

该活动由市妇联联合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常州日报
社、常州广播电视台、市文广旅
局等六家单位共同主办。自今
年 4 月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与参与。

自8月8日至8月21日，广
大市民可通过打开“常州日报”
公众号新闻《常州“十佳母亲”

“十佳好儿女”揭晓》或直接扫
码“二维码”进入点赞页面，为
我市的“十佳母亲”“十佳好儿
女”点赞，让选树的道德典型进
一步引导大家将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渗入血脉、做在日常，用好
家风支撑起好的社风，让广大
市民争做尊老慈幼、敬老孝亲、
文明有礼的常州人。

我市第十四届“十佳母亲”、第十一届“十
佳好儿女”揭晓

扫码关注为他们点赞吧

■郑雨露 常农宣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农
业农村局获悉，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于近日印发《关于扶持国
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
我市两家企业入选国家种业阵
型企业名单。其中，江苏立华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畜
禽种业阵型企业黄羽肉鸡强优
势阵型，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入选国家水产种业
阵型企业河蟹补短板阵型。此
次全省共有 11 家企业入选国
家种业阵型企业名单，我市入
选数量苏南第一。

据悉，此次根据企业规模、
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等关键指
标,农业农村部从全国3万余家
种业企业中遴选 69 家农作物、
86 家畜禽、121 家水产种业企
业机构，集中力量构建“破难
题、补短板、强优势”国家种业
企业阵型，加快打造一批具有
核心研发能力、产业带动能力、
国际竞争能力的航母型领军企
业、“隐形冠军”企业和专业化
平台企业，加快形成优势种业
企业集群。

我市是江苏唯一没有农业
大学大院大所（综合性农业科研
院所）的地级市，但在现代种业
发展上，逐步构建了市场主导、

政府支持、人才支撑的育繁、保
护、推广一体的特色种业创新发
展体系，是江苏唯一新品种培育
实现农牧渔产业全覆盖的地级
市，为全市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产保供提供了关键支撑。

今年以来，我市育种成果
再创佳绩。立华牧业的快长节
粮杜洛克猪新品系选育、小型
白羽肉鸡种源攻关和金坛水产
站的“长荡湖”河蟹新品种 3 个
项目，入选省种业“揭榜挂帅”
项目；武进水稻所在 2021 年、
2022 年水稻新品种通过省级

“十连审”“十二连审”之后，有9
个新品种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国
家植物新品种权。

我市两家企业入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名单

■汤振宇 周茜

本报讯 全省首家排水专项
“培训+实操+考核”一体化安全
教育基地近日在武进落地，我市
又添一处公共安全体验馆。

该基地位于武进区湖塘镇
鸣新路泵站内，占地面积 665

平方米。培训项目包括倾斜体
验、电引火、安全防护用品体
验、VR 设备体验、洞口坠落体
验、安 全 带 使 用 体 验 等 共 26
项，通过知识感知、事故感悟、
实操感受、综合测评四方面，提
升体验者的安全知识、安全意
识、安全技能和应急能力。

当 天 ，武 进 区 2022 年 度

排水安全应急演练在基地内
举行。演练模拟清淤作业过
程中，人员在有限空间内中暑
晕倒，险情突发后，企业按照
应急预案进行现场研判、组织
自救的过程，通过演练进一步
提升排水从业人员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科学救援等应急处
置技能。

全省首家排水专项安全教育基地落地武进

■庄奕

热是近日我市天气最重要
的关键词。本周一常州、金坛、
溧阳三地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

了39.4℃、38.1℃、38.8℃。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一段
时间，我市高温天气仍将持
续，且高温强度较前期明显增
强，极端最高气温可达41℃左

右，可能突破 1952 年以来历
史极值（41.5℃，2013年8月10
日溧阳）。从 11 日到 15 日，我
市都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
部雷阵雨，最高气温是清一色
的41℃。

本周气温直冲41℃小编 天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

20222022常州市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表演活动现场常州市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表演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