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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星彩上市后，江苏中
出的首个500万元大奖近日花落常
州3204054665体彩网点。日前，中
奖者小徐现身领奖。

小徐出示的中奖彩票是一张5
注号码的单式票，其中第3注号码

“9、3、9、7、9、2+14”与21023期 7
星彩开奖号码完全一致，中得当期
全国唯一的1注一等奖，奖金500
万元。小徐说，他之前一直购买体彩
大乐透，听说新玩法7星彩上市后，
就每期随机买10元碰碰运气。

因为这是江苏中出的首个7星
彩500万元，关注度特别高。大奖中
出当晚，小徐的朋友圈就被中奖信
息刷屏了。当时，他还特别羡慕大奖
得主，觉得这人运气真好。等他把自
己当期买的彩票拿出来一看，顿时
愣住了，那个中500万元的幸运儿
分明就是他自己。小徐笑言：“一开
始还真挺激动的，看着彩票乐开了
花，很想在朋友发的大奖新闻下面
评论一句，告诉大家那个幸运儿就
是我。当然最后还是忍住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徐的中奖彩
票票面有“恭喜中得一张2元7星
彩随机票”字样，这是江苏体彩正在
开展的“买7星彩 送华为P40手

机”活动的中奖提示，因此，购票当
天，小徐就获赠了一张2元的7星
彩随机票。

“买7星彩 送华为P40手机”
是江苏体彩在牛年开展的第一波活
动，活动将持续至7星彩第21034
期（2021年3月28日20:00截止销
售）。活动期间，凡在江苏省内销售
网点购买7星彩游戏单票满10元，
且票面出现特定幸运符号及文字
的，就可获得相应奖品。多期票不参
与活动。具体如下：票面随机出现

“恭喜中得一部华为P40手机”，奖
励价值5000元华为P40手机一部；
票面随机出现“恭喜中得一张10元
7星彩随机票”，奖励10元7星彩随
机彩票一张；票面随机出现“恭喜中
得一张2元7星彩随机票”，奖励2
元7星彩随机彩票一张。

截至7星彩第21025期，已中
出手机56部，累计赠票52.96万张。

（缇彩 吕亦菲图文报道）

常州小伙领走7星彩500万元大奖
本报讯 近日，由常州市体育局主办

的居家健身微视频大赛落幕。经过评选团
的精挑细选，在近200部既有趣又生动的
投稿作品中，健身气功·六字诀、健身气功·
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健身瑜伽、徒手健身四
个项目各评选出了10名“风采奖”。

此次参赛作品，仍以健身气功视频为
主，在常州老年人群体中，健身气功有着非
常高的人气。健身气功是以自身形体活
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
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健身气功还是
一门关于“和谐”的学问，它吸收了中国传
统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蕴含了医学、美学

等传统科学的内核，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
式、行为规范、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
向和人生观等在健身气功中都有不同的反
映。2003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将健身气
功确立为第97个体育运动项目。

健身气功中最为人熟知的还属八段
锦。八段锦只有八组动作，对老年人来说比
太极拳易学，既能起到锻炼作用，也不会让
老年人感觉练完很疲惫。八段锦是一套独
立而完整的健身功法，起源于北宋，明清时
期得到很大发展和广泛传播，至今已有800
多年历史。古人把这套动作比喻为“锦”，意
思就是动作舒展优美，体势古朴高雅，犹如

一幅绚丽多彩的锦缎。又因功法共为八段，
每段一个动作，故名“八段锦”。整套动作柔
和缓慢、圆活连贯，有松有紧，动静相兼，气
机流畅。八段锦练习不需要器械，也不受场
地局限，简单易学，很适合老年人。

此外，“八段锦”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
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及运动器官都有良
好的调节作用，能促进自身的良性调整，消
除亚健康。很多人通过练习八段锦，能深
切体会到身体的变化，刚开始感觉很辛苦，
稍后身体会出现一些酸胀麻疼，再持续练
习一段时间后，就会感受到神清气爽，思维
清晰。 （常体 吕亦菲）

居家健身微视频大赛落幕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联合党
支部和联合工会共同举办了“同心圆·阅享会”品牌读
书活动，市体育局四级调研员、机关党委副书记邱晴漪
出席，来自市体育局机关党委、人教处、场管中心联合
党支部、联合工会共20余人参加了活动。

本次读书活动的主题是“遇见美好，共绘锦绣”。
在过去的几年，原奥体中心、清潭体育中心积极参与
读书活动，原奥体中心通过打造“奥体先锋思享汇”
品牌读书活动，开展读书分享，为全体干部职工累计
发放了各类书籍近3000册，不仅大大提高了大家爱
读书、读好书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也推动中心形成了“以读促学，以学促干”的良好氛
围，取得了良好效果。

活动中，主持人兼讲书人项雪蕾和大家一起分享
了《卡耐基励志经典》中的精彩片段和个人读后感。项
雪蕾曾是全国体操冠军，她结合自身运动员经历，表达
了对这本书的理解和感悟。听完项雪蕾的分享，现场
的其他同志有不少感触，迫不及待地分享了自己的心
得和感悟。

活动还请来了插花老师，指导大家徜徉“花花世
界”，发现美丽，制造美丽，为平凡的生活增添仪式感，
感受世间美好。 （常体 吕亦菲图文报道）

常州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联合党支部和联合工会

举办“同心圆·阅享会”品牌读书活动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秉
承“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在社
会民生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翻
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幸福账单”，可
以发现属于体彩的“公益明细”，这些温暖
与爱心，来自每一位购彩者对国家和社会
作出的贡献。

“幸福账单”：就业
在回顾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时，报告

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保市场主体也
是为稳就业保民生。各地加大稳岗扩岗激
励力度，企业和员工共同克服困难，多渠
道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支持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带动就业。新增市场主体恢复快
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城镇新增
就业1186万人，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降到5.2%。

目前，遍布全国的体彩实体店近21万
家，已为全社会提供了超过33万个就业岗
位。

去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
各地体彩机构积极出台帮扶代销者的政
策，通过设立救助基金、发放防疫物资补
贴、提前发放代销费等举措，全方位帮助体
彩代销者将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降到最
低。中国体育彩票为实体店提供各类帮扶
共4.19亿元，这些帮扶措施尽力减轻新冠
肺炎疫情给体彩代销者造成的困难。

“幸福账单”：扶贫
回顾扶贫取得的成果，报告中的数据

非常亮眼：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5575
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困境，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
艰巨任务。

扶贫一直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使用
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配合国家扶贫攻
坚的战略部署，财政部门每年都安排大量
彩票公益金用于扶贫事业，体彩公益金是
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
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这一
年，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支持资金20.6亿元，
重点支持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深度贫困革
命老区县和巩固脱贫成果任务相对较重的
贫困革命老区县。“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
累计安排彩票公益金100亿元，为革命老
区的发展作出贡献。

“幸福账单”：教育
中国体育彩票连续多年支持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开展教育助学项目。“励耕计
划”“滋蕙计划”和“润雨计划”是经国务院
批准，财政部、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基金会
由中央财政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中安排
专项资金开展教育助学的项目。2014年至
2019年间，三项计划共资助多达200万余
人，投入资金超过99亿元，为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和教师送去关爱。

2012年至今，全国各级体彩机构投
入5542万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公益
体彩 快乐操场”公益项目，为贫困边远
地区3453所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送去体
育器材及体育课，让快乐和美好在孩子
中间传递。

“幸福账单”：医疗、养老
在推进卫生健康体系建设方面，报告

提出：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增加30元和5
元，推动基本医保省级统筹、门诊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

2019年，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要
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医疗
救助投入18亿元，为农村贫困母亲“两
癌”救助投入3.02亿元。2007年至 2019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医疗救助
213亿元。

老年人一直是彩票公益金关爱的对
象，2019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养老
公共服务投入10亿元，共资助山西、湖北、
西藏等地共 50 家养老机构。2013 年至
2019年，累计有70亿元彩票公益金用于
养老公共服务，致力于为空巢老人排忧解
难、助独居老人安享晚年。

“幸福账单”：全民健身、北
京冬奥会

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方
面，报告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精心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声越来越
近，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国冰雪运动基础
不断夯实，体彩公益金在补助国家队训练、
改善国家队转训基地条件、修建冬奥训练比
赛场馆场地，助力冬奥健儿的同时，更广泛
支持群众性冰雪运动的开展。此外，在冬季
运动会、雪地足球联赛、滑雪冬令营等活动
中，也可以看到体彩公益金的身影，为百姓
尤其是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创造条件，使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正从愿景走向现实。
缇彩

两会“幸福账单”中的体彩“公益明细”

早春3月，溧阳市昆仑街道芮家村
村民陈华按时拿到了镰刀厂发放的2月
份工资。和陈华一样春风满面的，还有
芮家村其他几十名妇女。外出打工无法
兼顾家中老小，回家又少了收入来源，
这几年，越来越红火的“村镰刀厂”给了
陈华们新的选择，“计件拿钱，上班时间
自由，收入高、离家近，干得还开心。”陈
华笑着说。

溧阳是全国著名的农具制造地，目
前有农具生产企业18家，多为小微企
业。近年来，国内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越
来越高，对传统农具的需求逐年减少，为
求出路，溧阳开始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
偏偏小微企业在质量监管、通关等出口
重要节点上犯了难。

了解情况后，常州海关成立“专家
组”，赶赴企业开展走访调研，为每一家
企业建立档案；现场指导企业改善防疫
除害处理设施，提升企业防疫除害处理
能力；重新梳理工作流程，完善以有害生
物、有毒有害物质控制和溯源管理等为
核心的质量监控体系，确保出口产品质
量安全。

江苏康特机具有限公司就是海关走
访调研的企业之一。其主打产品农用镰刀
主要出口日本，“近年来，传统农具的国内
市场萎缩。没想到通过常州海关的一系列
帮扶，我们打开了国外市场。海关还帮助
培训厂检员，使企业的自检能力有了较大
的提升。”总经理方赟高兴地说。2020年，
康特机具出口额同比增长20%。

针对客户抢出口时间、企业报关急、
成品堆放场地不足等困难，常州海关根
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检自控能力、产
品质量、人员素质和进出口贸易量等因
素对企业进行综合评定，施行动态分类
管理；采取“即报即放”“线上预约+线下
验放”等模式加快通关速度，保障订单及
时完成，让企业对后续的外贸出口信心
倍增。一系列的举措扶助，让溧阳农具产
业稳住了出口基本盘，提升了产品内在
竞争力。今年1-2月，溧阳农具出口额
突破1300万元，KOMERI 牌镰刀、锄
把、木柄锄等产品已在日本高端农具超
市占据一席之地。

3月的春光中，康特机具新扩建的
厂房已在动工。年初刚签的日本客户订

单，让企业生产周期排到了8月。“一天
一万把镰刀的生产规模已经满足不了当
前的需求。”方赟说。

像康特这样的企业散落在溧阳各个
村落，出口渠道的畅通打通了农具生产
企业的“任督二脉”，出口量的增加不仅
刺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剩余生
产力的就业问题和增加农村人口收入问
题也在不断得到改善。

品牌农业的发展，是推进农业现代
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常州海关正在通过
各项措施着力打造溧阳农具产业等特
色产业，着力打造一批特色产品、企业、
区域，形成引领示范效应，扩大做优农
产品品牌知名度，为乡村振兴装上“新
引擎”。 小波 董心悦 美娣

溧阳农具制造企业成乡村振兴“新引擎”

常州家绿林果园艺有限公司采用
智能温室大棚和无土栽培方式，试种

荷兰进口大番茄喜获成功。首批
25000公斤头茬大番茄陆续上市，销

往江浙沪等地。与传统番茄相比，荷
兰进口大番茄具有耐阴冷低温、口感
好、产量高等特点，单只果重都在50
克以上，后期采摘较省人工，便于发货
包装。

陆新 高岷图文报道

无土栽培荷兰进口大番茄获成功

本报讯 记者8日从经开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今年开春以来，
该局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深入横林
镇家具企业走访调研，坚持创标助
企服务，积极促进行业协会团标升
级，全面助力企业质量提升。

据介绍，家居行业是经开区横林
镇当前的支柱产业，其中仅小家具行
业就有年销售50亿元的规模，但该产
业相对粗放，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难以
完全达到国家推荐性标准。针对这一
现状，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制

定并实施小家具团体标准，做到了标
准兜底，先让小家具企业有标可依。

今年2月中旬，该局组成工作
小组，重点走访调研横林轻简板
式、钢木家具制造、销售企业，了解
小家具团体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
指导企业依据小家具团标开展自
查自纠，严把企业产品质量关。下
一步，该局将继续对辖区轻简家具
企业进行走访，同时分析企业提交
的检验报告，为后期抽检做好充分
准备。 （黄宇峰 殷益峰）

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助力企业质量提升

本报讯 “以前店里用的是煤炉，现
在换成了电磁炉，油温更加好控制，炸出
来的虾饼色泽更好了。”日前，国网常州
供电公司回访餐饮电气化改造后的使用
效果时，青果虾饼店老板高兴地说道。

青果巷是常州古老街巷之一，经过
修缮改造，于2019年4月建成并重新开
放。修缮改造期间，常州供电公司积极
配合完成供电设施的迁改、扩建、电力增
容等系列工作，并大力推广餐饮电气化
改造，为该街区地块提前规划提供了
4300千伏安的用电容量。

“古老街巷的供电情况比较复杂。
在进行全电厨房改造时，我们采用‘一
商户一方案一服务’的客户经理服务模
式，针对不同商户的实际情况，进行现
场查勘、变更供电方案，在保证青果巷
一期改造顺利完成的同时，为商家尽早
开张营业提供便利。”国网常州供电公
司市场拓展班班长薛雷说。2018年至
2020年，国网常州供电公司服务青果
巷老街20余户餐饮店，助力摒弃传统
煤气炉、煤气灶等明火炊具，改用电磁
炉、电磁灶等。

据介绍，相比燃气厨房，全电厨房不
仅提升了30%的能效，还降低了油烟等
污染物的排放。尤其在古街巷里，使用
电能远比明火更安全。在青果巷二期改
造中，常州供电将持续推进餐饮电气化
工作。 （徐多 钱宇轩 秋冰 胡平）

餐饮电气化
助力老街焕新颜

本报讯 3月11日是第16个
世界肾脏日，主题是“与肾病相伴，
过健康人生”（Living Well with
Kidney Disease）。常州市儿童医
院专家提醒，要注意小儿过敏性紫
癜的危害，该院最近就接诊了这样
一名患儿。

春天气温变化多端，7岁的小
琪（化名）着凉后出现感冒咳嗽的症
状，妈妈觉得没什么大事，给她吃了
一些感冒药。第二天早上，小琪发
现自己的腿上有许多针尖大小的紫
红色小点，还出现脚踝肿胀疼痛、肚
子疼、拉肚子的情况。爸妈赶紧带
她到常州市儿童医院检查。肾脏科
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林雪峰为小琪
认真查体，结合病史及血液化验结
果，诊断小琪得的是混合型过敏性
紫癜。

林雪峰解释，过敏性紫癜是风
湿免疫科常见疾病，容易出现肾脏
损害，发病急是它的突出特点，如不
重视，后果可能比较严重。

相关统计显示，近年来，过敏性
紫癜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中
6-14岁儿童的发病率较高。引起
小儿过敏性紫癜的原因尚未明确，
虽然与食物过敏、药物、微生物、疫
苗接种等有关，但并无确切依据。

“小琪的情况，很可能是感冒后
病毒感染造成的，以小血管炎为主
要病变的系统性血管炎。”林雪峰分
析。

由于小琪发病急，且病情重，除
了皮疹，还有剧烈腹痛、呕吐、肠梗
阻等消化道症状，且出现蛋白尿，当

天就被转入PICU治疗。经过肾脏
科与PICU会诊讨论，医生决定为
小琪进行血液灌流。

“血液灌流器里装的主要物质
是具有吸附功能的活性炭，血液经
过灌流器和活性炭有了充分接触，
血液中的有害物质被活性炭吸收，
净化后的血液再送回患儿体内。”
PICU邹国锦主任介绍，经过3次血
液灌流后，小琪的症状明显好转。

（钱群华 陈荣春）

链接：

小儿过敏性紫癜的表现
小儿过敏性紫癜大多开始出现

在双侧小腿，踝关节周围，有时还伴
有荨麻疹。病情较重的孩子上肢、
胸背部也可出现出血点，甚至会有
大片瘀斑或血性水泡。紫癜的特征
是高出皮肤、大小不等、呈紫红色、
压之不退色的出血点。一般1-2周
消退，也可反复出现或迁延数周、数
月不退。

其次是有关节疼痛，不能走
动。多见于踝关节、膝关节，甚至部
分患儿出现关节腔积液。关节肿胀
的特点是消退后不留后遗症。

还有部分患儿出现脐周疼痛、
呕吐，以胃肠道症状为主，甚至便
血、肠套叠、肠穿孔。

即使皮疹消失，孩子症状缓解，
也还可能在一个月左右发生肾脏症
状，可表现为血尿、蛋白尿，伴有血
压增高。预后主要取决于肾脏损害
的程度。

今天是世界肾脏日，常州市儿童医院提醒：

小儿过敏性紫癜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