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5艘千吨位
集装箱船
预计9月份可投入使用

金坛盐道物流将投资15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金坛盐道
物流将投资1500万元，计划一次性打
造5艘千吨位集装箱船舶，预计9月份
可投入使用。这也将结束常州地区水上
无集装箱运输船舶的历史。

据了解，集装箱运输无论是在清洁、
环保还是便捷程度等方面，其优势都是
传统水上运输行业无法比拟的。金坛盐
道物流此次打造的集装箱船舶，总吨位
为1000吨，可一次装载30个标箱。船舶
设计新颖，可提供集装箱与干散货兼用。

近年来，随着丹金溧漕河金坛段
千吨级航道的建成，以及金坛港集装箱
码头泊位的建设，常州地区水运市场的
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常州地
区将迎来内河集装箱运输时代。

!邓安琪 王来安 陈玉婷"

“两盲”母子买票遇困
运管热心相助

本报讯“非常感谢你小弟弟，
谢谢你们帮我们买到了车票!”3月
19日上午，在常州客运中心北广场
一楼售票厅门口，一名六旬妇女紧
握着运管人员的手激动地说。

原来，正在常州客运中心站北
广场巡查的运管人员，突然发现迎
面走来的两个人似乎焦急地寻找什
么，便上前询问情况，才知道这两个
人是母子俩，母亲姓王，因从小没有
读过书，是个不识字的文盲，而儿子
姓吴，是位盲人，来常州找了一份盲
人按摩工作。现儿子工作已定，母

亲想买票回福州老家。又因“两盲”的
缘故，到了客运中心一时不知到哪里
买票。这时，运管人员一边安抚母子俩
不用着急，一边把他们带到了高铁售
票厅，没想到当天开往福州的动车票
已售完，经商量，母子俩决定买23日
上午9点20分去福州的动车票。

为方便王女士能安心顺利返乡，
运管人员还特地带着母子俩到动车检
票口熟悉一下乘车地点。分手时，盲人
小吴激动地说道：“太感谢你们了，我
虽然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但心里已充
满了阳光！” !蕴轩 秋冰"

获3个一等奖
溧阳剪纸参加全国大赛

本报讯 近日，溧阳市老年大
学剪纸研修班师生在第二届“相约
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中，喜获3
个一等奖。

获奖者和获奖作品
分别是：姜锡生的“秋菊
风采”、李佩芳的“招财
纳福”、孙丽霞的“一帆
风顺”（如图）。另外，缪
小福等 9位学员的剪
纸作品分获二、三等奖。

剪纸是传统民间

艺术，深受溧阳市民喜欢。溧阳市老
年大学剪纸研修班学员在姜锡生老
师的带领下，研习剪纸艺术，并用剪
纸作品服务市民，为大家送上祝福
和快乐。

这次剪纸班学员的作品参加全国
大赛喜获大奖，姜锡生老师功不可没。
姜锡生是老年大学的老学员，学习书
画已近十年。2010年，喜爱剪纸的他
走上了剪纸班的讲台，当起了老师，几
年精心施教，教学成效显著。

!小波 田夫 廷芳 文
!

摄"

!"""家企业提供#万个岗位
本月27日-29日有大型招聘会

本报讯 一场由我市1000余
家用人单位参与的大型招聘活动，
将于本月27-29日在武进万达广场
举行，本次招聘会将提供30000多个
工作岗位。

据了解，本月27日起，参会企
业的招聘信息展板在武进万达广场
的一楼连廊与二楼南北中庭展出。
28日下午2：00—4:00，龙控集团、
今创集团、常发集团三大行业巨头
携旗下子公司，以及新科科技、明都
汽车集团、嬉戏谷、常州青旅、亚邦
医药等一批市级“五星级企业”将举

行现场招聘。
据介绍，此次共有传统企业、服务

业和新兴行业三大类1000多家企业
参加招聘会，提供岗位3万多个。招聘
会信息刚刚发布出去，就吸引了科教
城5所高职院校大部分应届毕业生，
甚至还有不少非毕业班学生表示要前
往提前体验。
“此次招聘的1000家企业有传统

企业300余家，超500家为服务业，其
他的都是网络等新兴行业。”招聘会组
织方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知名企业
有200余家。” !盛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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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孩子们的“常州爸爸”

格桑白珍说：“我有一个家———特别
的家，家中有一位父亲———特别的父亲。
在这个青春的家中，朱校长就是我们那
位特别的父亲。”

旦增卓玛说：“在常州，我们没有感
到陌生，因为我们学校处处是家的味道，
学校每一栋楼宇都冠以藏语的名称；朱
校长为每一位藏族学子找到常州结对家
庭，我们有‘常爸’‘常妈’。”

在常州西藏民族中学里，学生们提
起校长朱国伟，脸上立即浮现出笑意，这
里每一个孩子都和校长有过亲切接触。
2009年，朱国伟第一次认识这些藏族孩

子，那时，不少孩子才十一二岁，衣服都
不会洗，朱国伟就像教导自己的孩子一
样，手把手地教他们洗衣、叠被。那时，孩
子们心中就有这样一个感觉，眼前这位
校长像父亲！

朱国伟在教育学生的时候，有一个
坚定的信念：要让藏族孩子们享受到与
常州同步乃至更优质的教育。学校的每
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到来自朱国伟那父亲
般的慈爱。他们永远都会记得，每年的除
夕夜、大年初一，朱校长都在学校里陪着
无法回家的学生们；每年吃团圆饭时，校
长都举杯向每一个学生祝福新年；夜深
人静的夜晚，校长蹑手蹑脚地走进寝室，
替他们掖好被褥；天气突变时，校长会走
进教室，摸摸他们的衣裤，握握他们的双
手，感受他们是否穿够了衣服。

其实，朱国伟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哪个学生表现不好了，他会严肃地批评；

某项工作下滑了，他也会严肃地指出。但
是，他的严更多的是严肃要求自己。学校
有严格的考勤制度，他带头遵守执行；学
校的巡视带班制度，他从来都是不折不扣
地完成。在朱国伟看来，只有教师发展了，
学生才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而教师的
发展需要“内在需要、情感、意志”等内动
力，所以，他提出了教师发展要关注精神
建设、情感建设、学术建设的融合共生。

朱国伟策划的“汉藏家庭结对同发
展、汉藏学生携手共成长———让每个藏
族孩子在常州也有个家”已成为国家教
育部民教司向全国内地民族班（校）推荐
的德育品牌活动，学校和外国语学校、正
衡中学、二十四中、实验初中、鸣珂巷幼
儿园、天润幼儿园6校携手共育雪域雏
鹰，龙城人民的大爱深深地浸润着藏族
孩子的心灵。常州西藏中学已成为常州
教育的一张名片，向全国展示的示范性

窗口学校。
草原深处，雪山脚下，到处传颂着

“爸爸校长”的赞歌。朱校长忘不了每次
进藏的经历：自治区教育厅领导听说他
来了，专车邀他到学校讲座交流，那一
刻，不论时长时短，只论答疑解惑传经送
宝；藏族阿妈听说他来了，抢着捧上一杯
亲手调制的酥油茶，那一刻，不求醇香可
口，只为诉说心中的感激；工作在四面八
方的毕业学子们听说“爸爸校长”来了，
连夜赶来争着献上洁白的哈达，那一刻，
不惧路途辛苦，只求他收下孩子真诚的
祝福……

西藏教育这一份年轻而又神圣的事
业，她关乎国家的安全稳定与长治久安，
唯有一份赤诚才能坚守那份责任，这是
党和西藏人民的重托。正如朱国伟所说：
“那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荣耀，更是一
种幸福。” 徐俊 月航 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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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收购价止跌回升
月内累计涨幅8.7%

本报讯 春节后，猪肉价格步
步下滑，据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已开
始触底反弹。昨天，武进众恒肉联屠
宰场白条肉批发价每500克8.2元，
比上周上涨3.8%，预示猪肉价格拐
点已现。

据武进众恒肉联屠宰场王经理
介绍，3月份生猪收购价最低时每
百斤只要570-580元，本周已涨到
620-625元，累计涨幅高达8.7%。目
前本地（以溧阳为例）三元生猪每百
斤630元。

王经理介绍，昨天，白条肉批发
价每500克8.2元，与上周比上涨3.8%。
据介绍，本轮涨势自上星期开始，虽价
格上涨，但部分收购商仍有亏损。

零售价格变化较小，本周每
500克精瘦肉13.89元，与上周比略
升0.33%，与上月环比仍跌6.78%。

此为年后零售价格的首次止跌。
业内人士认为，短时间内生猪价

格不会“老老实实”企稳上扬，但市场
行情继续下行的空间和可能性已不
大，未来一段时间价格依然会小幅波
动。预计后期在养殖户持续压栏、猪肉
需求逐渐增多的情况下，猪价将逐步
回暖。 !常价宣 宋婧"

获称“长航
十大杰出人物”

金坛水运业巨头夏荣顺

本报讯 日前，在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
管理局召开的2015年度管理工作会议上，
金坛市江苏盐道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荣顺，荣获“长航十大杰出人物”殊荣。他
是常州地区唯一获得此荣誉的航运人。

夏荣顺一直从事内河水上运输，从普
通船员干起，至今已成为掌管总产值达
2.14亿元的水运巨头。在他掌管江苏盐道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20多年中，经过励精
图治把一个亏损百万元的航运企业，管理
经营成现在年获利近千万的明星企业。目
前，该公司在江苏省内河航运企业中，综合
实力排名在前10位。该公司在金坛市境内
打造了一座目前国内最大的内河盐港，年
吞吐量达500余万吨，成为一位对长江内
河航运事业发展有杰出贡献的人物。

!小波 高罗胜 金海事"

学科教室 !""平方米左右
设讲授区、讨论区、阅读或实验区

北环中学虹景校区规划“未来学校”

本报讯 学科教室的面积比普通
教室大，教师没有独立办公室，学校也
没有独立图书馆……3月20日，记者在
北环中学虹景校区规划方案专家评审
会上，提前看到了“未来学校”的模样。

今年，北环中学自主选择了“课程
改变学校”为未来10年的发展战略，
希望以虹景校区建设为新起点，丰富
学校课程，形成能为学生差异发展和
个性学习服务的新北环中学课程，让
每个学生享有课程选择权利，保证每
个学生真实的选择权利，期待每位学
生在课程学习中成为具有追求幸福能
力的现代公民。

北环中学虹景校区位于翠竹公园

南侧，虹景小学东侧，三丰路西侧，东
北面临近龙城大道高架，用地面积3
万多平方米，规划36个班。
“现代教育强调沟通、交流、互动，

亦是学科教室建设的初衷。”校方代表
指出，每间学科教室要存在3种教学
方式，即教师讲授式、学生自习式、老
师点播式，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异化发
展的需求。

也就是说，这种学科教室要设置
3个区域，即讲授区、讨论区、阅读或
实验区。

基于这个情况，每间教室都比我
们以往见到的标配教室要大，面积至
少在100平方米左右。

“我们要建一所没有独立图书馆
的学校。其实，每间学科教室就是一个
小型的图书馆。”

而过去学校常见的校长室、教师
办公室，在这所“未来的学校”中，将基
本上处于隐形状态。“我们希望是一个
去行政化的。”

记者在多个设计方案中看到了共
同点，那就是将教师办公室穿插布置
在教学单位内，让老师与学生生活学
习在一起。

评审组的专家提出，北环中学虹
景校区的教育理念已经走在建筑设计
之前，建筑如何规划设计成为业内新
的挑战。 !凃贤平"

最美常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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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通万家 服务你我他

常州家绿林果园艺有限公司植物工厂种苗基地培育的

进口蔬菜种苗和花卉种苗受到周边农户青睐# 目前已处于

种苗销售高峰$今年以来#基地已销售番茄种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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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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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株$ 图为公司技术人员正向周边农户介绍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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