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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天气回暖，蔬菜
生产逐渐进入旺季，价格回落明
显。据市发改委价格认定中心最
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
市市场上蔬菜供应充足，批零价格
持续下跌，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整
体走低。

进入3月份，各地地产菜、露
天菜的上市量逐步增加。据凌家
塘批发市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地
产叶菜类和外来客菜供应充足，价
格持续下跌。近期，地产叶菜中的
青菜、生菜、油麦菜批发均价保持
在每500克 1元左右，香菜、药芹
批发均价为1.5元。节前价格冲高
的南方椒类，近期价格持续下跌。
监测当日，市场线椒、苏椒、小米辣
批发均价分别为3.2元、1.8元、10
元，周环比下跌5%。随着周边品
种价格下滑，长豇豆价格也一路下
降，目前批发均价为3元，周环比

下跌45%。
全市14个农贸市场51个品规

的蔬菜呈“8涨42跌1平”，每500
克零售均价为5.15元，与上月比下
跌15.85%。51个品规中，跌幅较
大的有白芹、青椒、菜薹，平均跌幅
在10%以上。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春季蔬菜
的供应形势，不仅明显好于去冬今
春，还明显好于去年同期。去年夏
季以来，菜价整体走高，激励了今
年蔬菜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我国
疫情防控已取得明显成效，蔬菜供
应正由偏紧转向宽松。预计后期
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继续以整体走
低为主。

（发改轩 殷益峰）

蔬菜供应充足 价格持续下跌

本报讯 “以前光听别人讲，现
在自己上台模拟案例评比、演示
PPT、研究案例，与大家交流、学习，
确实感觉更为深刻。”近日，溧阳税
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税务干部王雅第
一次作为讲师，在分局业务案例评
比情景课上为分局全体干部讲课。

今年以来，溧阳市税务局二分
局创新冬训学习方式，开展“人人
是讲师，人人讲好课”活动，坚持

“听人讲”和“自己讲”同步进行、

“传统课”和“情景课”互相增益，化
听课被动接受思想为讲课主动碰
撞思想，使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进
入良性循环的互动过程。“‘讲理
论’‘讲业务’两手同抓不放松，引
导干部一方面把基本理论学深学
透，一方面将业务学成学精，在持
续的学习中找准差距、谋划思路，
切实提高了干部的履职能力。”第
二税务分局分局长王琦表示。

（程思媛）

溧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冬训讲好“情景课”

本报讯 近年来，直播带货、社
交电商、在线教育连环套、“洗脑”传
销、虚假广告等各类消费陷阱层出
不穷。为创造安全诚信的消费环
境、提高居民自我保护意识，3月15
日，香江华廷社区、新建村联合永红
街道纪工委、市场监管永红分局、永
红派出所，在大润发超市开展“守护
安全、畅通消费”大型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居民
宣传食品安全、消费品质量安全
知识，提醒居民在购买商品时的

注意事项，对居民投诉较多的消
费问题进行细致解答，并发放各
类宣传彩页。同时，邀请了永誉
法律服务中心的应心如律师来到
现场，宣传消法、民法典知识，引
导居民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
念，谨防消费陷阱。这种面对面、
零距离的宣传方式，加深了居民
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和理解，
为构建和谐消费环境、创建和谐
社区提供了有力保障。

（马诗颖）

畅通消费 守护安全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近日，常州大剧院启动红色
经典展演季，用艺术的方式带领观众
共忆峥嵘岁月，传递红色精神的初心
与使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和
国之恋》《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
梅赞》《绣红旗》……4月16日将举行的

“党歌颂百年”——中央歌剧院声乐专场
音乐会上，市民将听到一曲曲或慷慨激
昂或深情婉转的红歌，感受时代力量的
激荡，体会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共振的
魅力。

4月29日亮相的大型音乐史诗《东
方红》交响合唱音乐会，将唱响《东方
红》《松花江上》《长征》《游击队之歌》

《团结就是力量》《南泥湾》《八月桂花遍
地开》《赞歌》等经典作品。其中，交响
合唱版《东方红》保持了原作的史诗架
构，用解说词概说历史，以经典的歌曲
刻画历史。音乐会曲目中还增加了新
元素，并重新编配合唱，让主旋律经典
更添新意。

7月21日，歌剧《洪湖赤卫队》将登
场。该剧深入还原了洪湖赤卫队的英雄
形象，以及“千里洪湖，荷田深处”的经典
画面，让观众在“洪湖”的美景中，跟随剧
中人一起经历革命的曲折艰辛、分享胜
利的喜悦激动，唤起观众的红色记忆。
《洪湖赤卫队》的音乐融合了荆州天沔花
鼓和民间小调，借鉴西方歌剧戏剧性与
音乐相交融的优点，打造了具有强烈民

族个性、气势恢弘的歌剧交响音乐。
“锡剧王子”周东亮领衔主演的锡剧

《沙家浜》将于9月18日上演。该剧原
是沪剧，后被改编为
现代京剧《沙家浜》，
成为京剧八个“样板
戏”之一。该题材还
被打造为各种地方戏
曲作品，包括锡剧《沙
家浜》。此次演出以
京剧样板戏的表演为
模板，发挥锡剧特长，
进行了全新制作。尤
其在音乐方面，突破
了以往民乐伴奏模
式，以数字乐队模拟

西洋管弦乐队，以电子交响乐烘托气氛，
增加了锡剧的魅力。

（吴蕾 刘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常州大剧院启动红色经典展演季 发改发改··价格通价格通

本报讯 3月 22日是第二十九届
“世界水日”。3月14日下午，“小手拉
大手，护水共同行”世界水日亲子活动
在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西石桥水
厂举行，25组家庭“零距离”见证一滴
水的旅程。

西石桥水厂是我市第一座大型水
厂，于1984年竣工投产。西石桥水厂
运行班班长武文刚担任讲解员，通过生
动的卡通形象、通俗易懂的知识介绍以
及水知识问答，让孩子和家长们了解自
来水的生产、运输和日常节水知识。在
西石桥水厂中控室，小朋友们通过净水
小实验，现场见证了水由浑浊变清澈的
神奇过程。

（郑雨露 郭曼茹图文报道）

小手拉大手
护水共同行

“有谁了解击剑这项运动的？举手
让老师看一看！”

“老师，我知道，我在动画片里看
过！”

近日，86名西横街小学一年级学生
走进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以下
简称市少体校）常菁击剑俱乐部，分两批
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击剑运
动课，这也是击剑运动首次被列入西横
街小学体育课程中。

课堂上，首先由常菁击剑俱乐部孙
教练给孩子们讲解了击剑运动的3个剑
种——花剑、佩剑和重剑，并演示介绍了
击剑运动的基本规则和金属服的保护作
用，让孩子们克服对于“武器”的恐惧心
理，告诉他们在专业的保护器具和比赛
规则下，击剑运动是安全的。

随后，市少体校击剑队主教练、常菁
击剑俱乐部总教练张春敏给孩子们着重
强调了击剑的运动礼仪，告诉大家这是
一项十分绅士且优雅的运动。张教练带
领大家学习了击剑的基本步伐和动作，
引导孩子们快速掌握并分辨击剑过程中
的“有效攻击”与“无效攻击”。

为了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击剑运
动，市少体校击剑队的 4名运动员精
心准备了一场击剑示范表演。师生
们大饱眼福，学习热情高涨，纷纷跃

跃欲试。
在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带领指导下，

孩子们进行了简单的“实战”练习。西横
街小学校长朱艳华在接受采访时说：“把

击剑运动引进校园，首要目的是丰富孩
子们的体育课程，拓展孩子的眼界，感受
击剑运动的魅力，并在体育锻炼的过程
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其

次，作为钟楼区‘体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成员之一，西横街小学始终致力于在校
园普及各项运动，如游泳、跆拳道、保龄
球等。学校在市区中心，面积很小，场地
受限，所以要‘破除围墙，走向社区’，与
市少体校展开密切合作，体教融合，加强
学校的体育工作，促进孩子们身心健康
发展。”

据了解，为适应新常态下体育工作
提出的新要求，构建常州市公共体育服
务体系，由常州市体育发展基金会发起，
依托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成立
了常州市常菁击剑俱乐部。2020年11
月，首届“常菁杯”常州市中小学生击剑
锦标赛暨常州市击剑俱乐部比赛在江南
环球港举办，吸引了全市近300名击剑
运动员参赛。

“除了西横街小学，我们在龙城小
学、香梅小学等学校也陆续开展击剑运
动的普及和推广。依托市少体校资源，
让击剑课程进入校园，目的是让更多孩
子了解、接触、喜爱击剑运动，并为常州
市体育事业培养输送高水平后备人才，
推动我市击剑运动持续向前发展。”张春
敏教练说，“一堂课下来，我发现不少孩
子的接受能力和领悟能力都不错，确实
有几个好苗子。”

常体 吕亦菲图文报道

击剑运动首次被列入西横街小学体育课程

体教融合，培养输送高水平后备人才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常州市体

育局获悉，经过为期半个多月的投
票，32个项目正式入选“2021运动
龙城大联赛”。

今年2月8日至2月26日，市
体育局开展了“2021运动龙城大联
赛”比赛项目网上公开投票活动，总
投票数近20万，最终，获得4000票
以上的26个项目和6个直通项目
成为“2021运动龙城大联赛”正式
比赛项目。

32个比赛项目分成“黄金联
赛”“谁是球王”“智力对决”“业余比
赛”和“展示交流”五大类，常州市国
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赛、常州市社
会体育指导员（健身）职业技能大
赛、常州市社区运动会等多个项目
是今年第一次被列入其中。

此外，为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

推动线上健身赛事活动，一些项目
将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防控
办赛两不误。

我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赛
事活动实施7年来，紧紧围绕“体育
惠民”和“服务百姓”的宗旨，成功举
办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近250
项次，参与群众超350万人次，共吸
引社会资金数千万元，不仅达到了高
效和规范使用财政资金的要求，更满
足了群众参加体育比赛活动的需要，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
之年，也是我市体育事业的新起点，
在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建
设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创建国
家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的征途中，

“运动龙城大联赛”必将成为常州体
育的靓丽名片。 （常体 吕亦菲）

32个项目入选“2021运动龙城大联赛”

本报讯 3月15日下午，岑村
2021常州足协赛事冠名签约仪式
在常州市足球协会顺利举行。市体
育局副局长魏继斌、武进区洛阳镇
副镇长朱清庆、武进区洛阳镇岑村
村党委副书记蒋燕峰等出席了签约
仪式。

继2019年常州市首届“岑村
杯”一带一路中外足球友谊邀请赛、
2020年运动龙城大联赛“岑村杯”
常州市足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等比赛
后，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再次获得
常州足协赛事的冠名权。3月中下

旬，岑村村冠名赞助的2021年常州
市“岑村杯”足球“+”8人制足球春
季联赛即将拉开大幕，这也是农历
新年来我市举办的首项足球赛事。

近年来，洛阳镇大力推广足球
运动，加大足球场地建设力度，实
现足球社会化、生活化，全镇足球
氛围日渐浓厚。目前，该镇共有8
个免费对外开放的足球场，平均每
万人有足球场1.1面，万人拥有足
球场数位居全省前列。江苏省首
个村级标准足球场就诞生在洛阳
镇岑村村。 （常体 吕亦菲）

岑村村获得常州足协赛事冠名权

本报讯 为迎接建党 100 周
年，常州市足球协会积极响应号召，
于近日开展了党史学习活动。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武进区教
育局教师发展中心的名师贲新文，为
大家进行百年党史的授课，教育引导
全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活动期间，全员认真学习与反
思，并交流心得，学习氛围浓厚，协会

临时党支部书记陆卫刚进行了小结。
通过本次党史学习，市足协进

一步理解和认识到了肩负的重任，
为今后更好地开展足球普及推广工
作、引领和带动我市社会足球运动
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足球文化氛围、
扩大足球人口、满足市民对社会足
球活动的需求充实了理论力量。

（常体 吕亦菲）

市足协

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
3月15日，体彩“鸿运开 翻倍赢家

有好礼”活动正式启动，新鲜好玩的“翻
倍赢家”即开票、多种幸运礼品任性送、
线上线下“好运”互动，让广大购彩者感
受翻倍精彩、多重快乐。

“翻倍赢家”即开票是体彩最新推出
的一款“财富类”主题游戏，是以“翻倍”
为特色的家族票，现已在全国体彩实体
店惊喜上市。它共有5元、10元、20元
三种面值，票面设计以紫、蓝、红三种颜
色为主，票面上具有冲击力的数字，让购
彩者享受极致“中奖翻倍”的乐趣。

玩法上，“翻倍赢家”即开票主要以

找中奖符号为主，游戏规则简单易懂，不
管是资深购彩者还是新手购彩者都可以
试试手气，轻松体验强烈的中奖翻倍刺
激。

面值5元、10元、20元的“翻倍赢
家”即开票，最高奖金分别为20万元、50
万元和 100万元。中奖机会分别为8
次、10次和20次。具体游戏规则为刮
开覆盖膜，如果出现倍数标志“1倍”“2
倍”“5倍”“10倍”“20倍”“50倍”“100
倍”，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乘以
该倍数；如果在通吃区出现“赢”标志，即
中得刮开区内所示的8个、10个和20个

金额之和。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此外，体彩还同步推出“鸿运开 翻

倍赢家有好礼”活动，带给购彩者更多重
磅惊喜。

2021年 3月15日9:00:00至 4月
11日23:59:59期间，用户只需购买任
意面值“翻倍赢家”即开票，即可通过“中
国体育彩票”APP或微信小程序进入

“鸿运开 翻倍赢家有好礼”页面，参与
“刮预埋符号‘运’领好礼”或“集‘乐小
星’组卡赢好礼”活动，有机会赢取5G
手机、智能手表、羽毛球拍套装、智能跳
绳等多重福利，与好运不期而遇。

凡购买任意面值“翻倍赢家”即开
票，在票面“通吃区”内刮出“运”字符号，
可通过“中国体育彩票”APP或微信小
程序扫描票面左下角保安区二维码，领
取智能手表一块。

同时，用户通过完成线上活动，有
机会收集“乐”卡和“小”卡，扫描任意面
值“翻倍赢家”票面保安区二维码，有机
会收集“星”卡。当集齐“乐”“小”“星”
3个组卡时，登录“中国体育彩票”APP
或微信小程序活动页面，即可随机兑换
5G手机、羽毛球拍套装、定制智能跳绳
等奖品。 缇彩

春风十里不如你“翻倍赢家”有好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