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15日、16日，“党的
光辉照耀我成长”百园共庆建党100
周年暨2021年江苏省幼儿篮球嘉年
华（苏南区）在常州市中天钢铁体育馆
举办。活动由江苏省体育总会指导，
江苏省篮球运动协会主办，常州市体
育总会支持，常州市篮球协会承办，常
州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常州青奥体
育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市飞鹰体
育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江苏运动保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协办，常州市运动天
地篮球俱乐部策划执行。江苏省篮球
运动协会副会长、秘书长张世林，中国
篮协小篮球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篮球
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靳佳萍出席了活动
开幕式。

嘉年华活动设个人项目、集体项
目、亲子游戏、自编花式篮球操和小篮

球趣味对抗5大项目，以富含趣味性、互
动性和竞争性的篮球游戏，吸引孩子、家
长和教师共同体验篮球魅力，并以篮球
为媒介，进一步推进全省幼儿体育活动
的深入开展，强健青少年儿童之体魄，切
实贯彻落实《省教育厅省体育局关于开
展江苏省幼儿篮球活动的实施意见》文
件精神。

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各
设区市篮协组织当地幼儿园开展嘉年华
活动；第二阶段，省篮协分别组织南、北
两站嘉年华活动。本站嘉年华活动吸引
了来自南京、苏州、常州、南通、扬州和镇
江的14所幼儿园近350名学生、家长、
老师的踊跃参与。

据悉，本周六，嘉年华（苏北区）将在
宿迁市隆重开启。

（常体 吕亦菲图文报道）

“党的光辉照耀我成长”百园共庆建党100周年

2021年江苏省幼儿篮球嘉年华（苏南区）在常举办
本报讯 为持续深入推进局系

统党史学习教育，5月18日上午，
常州市体育局系统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宣讲第三讲在市行政中心开讲，
邀请常州市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宣讲
团成员、常州市委党校副校长蒋鸣
鹛上专题党课。宣讲报告会由局党
组成员、专职委员王钦利主持，局领
导班子成员、各直属党支部书记、局
系统党员代表近百人参加。

蒋鸣鹛以《百年大党的成功密
码》为题，从“光辉的历程”“伟大的
奇迹”“成功的密码”三方面为大家
进行了专题宣讲，内容丰富、主线清
晰、重点突出，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
论深度，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

针对性，对于局系统下一步更好地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更好
地学好用好党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
导意义。

本次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让局
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感受到建党历程的艰
辛和共产党前进中的不易。在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过程中，广大
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心中装着人民。

目前，局系统已进入学党史办实
事的环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实际行
动，以不懈努力来推进常州体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市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为市民办好更多实事。

（常体 吕亦菲）

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市体育局系统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

本报讯 5月 15日上午，“江
南农村商业银行杯”2021年常州市
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在兰陵小学
体育馆开赛。赛事由常州市体育
局、常州市教育局主办，常州市青少
年业余体育学校、常州市乒乓球协
会承办，常州市兰陵小学、常州市天

宁区乒乓球协会协办。
本次比赛设有小学组、初中组和

高中组3大组别，赛程共4天，小学组
比赛于5月15日至16日进行，初、高
中组比赛于5月22日至23日进行。
共有来自全市26所中小学的近500
名选手参赛，进行男、女单打和男、女

团体的对决。
“本次市锦标赛是近几年我市规

模最大的一场全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
赛。”常州市乒乓球协会秘书长翟春雨
在采访中表示，“往年，以天宁区各中
小学乒乓球队伍人数最多、实力较强，
今年，钟楼区、新北区和经开区的不少
学校纷纷组队参与比赛。”

乒乓球项目在常州“全面开花”，
得益于不少学校将乒乓球运动正式引
入课堂。“比如钟楼区冠英小学和新北
区三井小学，都把乒乓球项目纳入校
本课程中，并引入了一批优秀乒乓球
教练带队训练，不少从体校专业毕业
的孩子都回到校园，开始‘反哺’社会，
为培育下一代乒乓球人才贡献自己的
力量。”翟春雨说。

据悉，本次市锦标赛小学组2010
年组、2011年组、2012年组、2013年
组和2014年组5个年龄段10个组别
的前8名，将有机会参与6月份举办
的2021年常州市小学生乒乓球积分
赛暨江苏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适龄
组别的选拔赛，小年龄组别的优苗将
在6月再度相遇，展开对决。

（常体 吕亦菲图文报道）

2021年常州市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开赛
本报讯 5月16日晚10点，随

着2021年常州市中小学生体育舞
蹈锦标赛单人BREAKING（霹雳
舞）项目比拼的结束，经过5天的比
赛，常州市首届体操节圆满收官。

本次活动由常州市体育局和常
州市教育局主办，常州市青少年业
余体育学校承办，常州市武术运动
协会、常州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等
单位协办。活动包含2021年常州
市少年儿童快乐体操锦标赛、少年
儿童体适能锦标赛、中小学生武术
（套路）锦标赛、中小学生健美操锦
标赛和中小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5
大赛事。

体操节首日进行的是2021年
常州市少年儿童快乐体操锦标赛，
来自全市20所学校的49支队伍、
530余名运动员进行了自编操、徒
手操、铃鼓操、绳操、圈操和花式篮
球等项目的比赛。

体操节系列活动之2021年常
州市中小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在
第二个比赛日开赛，来自全市34所
中小学的351名选手齐聚常州教育
产业园体育馆，进行拳术，长、短器
械等项目的比拼。

第四个比赛日，常州市少年儿
童体适能锦标赛在新桥第二实验小
学开赛，来自全市52所学校的近

600名小选手在体育馆和田径场活力
开跑。作为新兴项目，这也是常州市
首次举办全市范围内的少儿体适能锦
标赛。赛事对标江苏省第二十届运动
会青少年部少儿体适能项目，根据参
赛选手年龄划分为幼儿园组和小学
组，设趣味田径（含个人全能和一级方
程式2项）、少儿体能（含闯关个人和体
适能接力游戏2项）和跑酷三大项目。

“少儿体适能项目有一定的趣味
性，且对孩子体能综合能力也有一定
的要求，能让孩子们在训练的同时获
得乐趣。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推进体
教融合，让这个项目扎根常州各小学、
幼儿园，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常
州市体育局竞体处副处长蒋昊君说。

2021年常州市中小学生体育舞
蹈锦标赛设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组
和街舞组。来自全市各校的600余名
中小学生于16日上午进行了拉丁舞、
标准舞单人和团体项目的比拼，下午
进行的则是2021年常州市少年儿童
快乐体操锦标赛街舞齐舞项目和体育
舞蹈锦标赛街舞单人项目的比赛。

据悉，从5月12日启幕到5月16
日收官，本次体操节5大赛事共吸引
了全市超2500名少年儿童参与，舞起
了青春韵律，“武”出了生机勃勃，赛出
了动感活力。

（常体 吕亦菲）

常州市首届体操节圆满收官

本报讯 近日，2021年常州市运动健康
知识讲座开讲。活动第一站走进了金坛区金
城镇西门社区，为市民朋友们带来了主题为
《居家锻炼指南》的科普盛宴，受到了在场市
民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希望类似的
活动能多多走进社区，向市民传授更多大有
益处的运动健康知识。

常州市运动健康知识讲座由市体育局主
办。市体育局组建了一支由市体育医院专业
医生、运动处方师、在常高校教授、职业健身
教练和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专家组成的
市级讲师团，旨在传播科学健康知识，提高社
会大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今年计划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惠民讲座近50场，根据市民需
要，提供包括体医融合基础理论、科学健身及
专项体能训练、运动处方、运动康复以及个性
化定制五个系列的专题讲座，满足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市民对运动健康知识的需求，力争
让更多的市民找到、学会适合自己的科学健
身知识和运动方式。

今年的运动健康知识讲座将持续到10
月底，近50场运动健康知识讲座即将开讲。

（常体 吕亦菲）

2021年常州市
运动健康知识讲座开讲

天宁区红梅街道突出问题导向、
聚焦群众需求，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资源集聚
到一线”，让居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学
党史、提要求、看变化。

“投影仪”搬进家中院内
“像我这样腿脚残疾、行动不便的

党员，怎么去参加支部召集的学习培
训？”日前，翠北社区党员王师傅打电
话给支部负责人。

针对部分党员年老体弱、行动不
便，参加常规学习有困难的实际情况，
红梅街道各基层支部因地制宜，开展

形式多样的送学帮学活动。如翠北社区
党委第五支部组建由社区干部、党员志
愿者组成的“送教小分队”，携带笔记本
和小型投影仪，上门送学，以观看红色电
影等方式，在家中院内临时搭建党员教
育“情境场”，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送上
全方位的党史课程，提升党史学习教育
覆盖面。

“八仙桌”上问需于民
一张八仙桌，在江南地区象征着公

平。过去，红梅街道卫星村村民碰到难
断的家务事，总是邀请村委工作人员坐
上八仙桌，共同商议解决。这种充满乡

土味的办法，也成了村干部主动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的“窗口”。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卫星村沿
用“八仙桌”，把民生事办得更实。去年
底，有群众反映陈家村的垃圾房破旧不
堪，卫星村党总支立即安排工人进行翻
新改造。

前段时间，村党总支、二支部走访村
民宋师傅家时，宋师傅提出，新建的垃圾
房不错，但周边道路上总是有污水，气味
难闻。党总支和二支部负责人在“八仙
桌”上当即表态，将添置冲洗路面的泵
车，每天增加清洗次数，要彻底解决这个
问题。

“棕榈树”凝聚人心
红梅街道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吸
引群众广泛参与，推出了一批为民实事清
单。这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尤为明显。

北环新村武进小区共有69幢房屋，其
中有20多幢周边都有棕榈树。这些棕榈树
属热带植物，极易滋生白蚁，对房屋质量有
一定隐患。按照改造计划，这种植物并不在
改造范围内。根据群众诉求，新堂社区一支
部书记王建平和项目现场负责人进行沟通，
施工方给予积极配合，及时微调改造方案，
移走了“隐患树”，凝聚了人心。祝正 宋婧

红梅街道“一切工作到支部”——

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实事

本报讯 近日，伴随着阵阵锣鼓
声，天宁区人武部部长郑平刚、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张鹏鸣、天宁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赵苏寒及人武部长王
建元一行，来到青山路社区二等功
臣、空军某部飞行员高墨海家，向其
父母送上喜报和奖章，表达对立功受
奖军人军属的敬意和关爱。

建功军营离不开家人的无私奉
献，在高墨海家，慰问组一行为其
家属披挂“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绶
带，宣读立功喜报，并同军属促膝
交谈。

据介绍，高墨海是青山路社区
居民，2003年入伍，参军18年，从一
名青年学生逐渐成长为中校副团职
飞行军官。截至今年4月，累计安全
飞行 3018小时，先后荣立三等功1
次、二等功1次、嘉奖5次，获得飞行
人员铜质奖章、银质奖章以及“优秀
共产党员”“十佳空勤人员”等荣誉
称号。

高墨海的家人捧着喜报，激动不
已：“各级领导专程来送喜报，我们很
感动，也很感谢。孩子这次在部队又
立了二等功，我们非常骄傲。希望孩
子以后再接再厉，听党话，跟党走，积
极进取，再立新功。”

（龚平）

常州好男儿建功军营
再立二等功

5月18日，由金坛区老科协、金坛建昌圩文化研究会等主办的“百年风华 红色圩区”摄影展拉开帷幕，展出老中青三代
摄影爱好者的400多幅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聚焦美丽建昌圩的风土人情，其中既有专业摄影师的精品力作，也有普
通百姓的手机随拍。 赵鹤茂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为迎接建党100周年，
钟楼区五星街道新岗村党总支开展
了“永远跟党走，讴歌五好主旋律”系
列活动，其中一项活动是联合芦墅小
学共同举办“书经典家风，传中华美

德”书法节活动，以翰墨书香引领孩
子们成长，以家风家规助推党风廉政
建设。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
于随”“家和万事兴”“书山有路勤为

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活动中，芦
墅小学的师生、新岗村党员代表、退
役军人家属、辖区企业职工代表们满
怀激情，用一幅幅书法作品展示传统
家风家训文化，展现了蓬勃向上的精
神风貌，更是让新时代家风成为干事
创业的正能量。

（陈洁 蒋蓓）

书经典家风 传中华美德

本报讯 “旱能灌、涝能排，从
此种田省劲多了。”5月16日，金坛
区金城镇培丰村第3村民小组种田
大户章荣龙指着他在荡滩圩排涝站
边种植的350亩低洼田说，今年种
水稻，每亩增产一二百斤十拿九稳。

培丰村党总支书记庄俊告诉记
者，这个排涝站历经5年申报、立项
和资金筹措，去年底选址建设，今年
6月将投入使用。周边张巷、丁家
沟、东庄、张家棚等10个自然村的
2000多名村民将彻底告别水患，
4300多亩低洼农田水系贯通后有
望成为高产方，实现增产增收。

2016年，排涝站周边有1300多
亩农田受淹，105户村民家中进水。
水灾导致部分农田绝收、房屋倒塌和
水利工程严重受损。2020年，在金城
镇、金坛区水利部门的支持下，培丰村
投入500多万元，建起荡滩圩和后阳
河防洪堤坝。

庄俊透露，新排涝站启用后，即使
日降雨量达200毫米，也可以在24小
时内排出。培丰村有自己的优质稻米
加工企业，这片农田由中低产田变成
高产田后，可生产260万公斤优质稻
谷，将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以上。

（赵鹤茂 汤汉华 姜超）

4300多亩低洼农田有望成为高产方

村里建起排涝站

本报讯 5月18日上午，常州
市检察院“纪萍工作室”负责人纪萍
第4本案例手记《纪萍手记——女
检察官手记Ⅳ》在我市图书馆举行
新书首发式。

纪萍曾是常州市检察院高级检
察官，先后获评省级优秀公诉人、人
民满意的检察官，现为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专栏作家。1998年始，纪
萍在办案之余写作纪实文学《女检
察官手记》，在《民主与法制》《江苏
法治报》《常州日报》开设专栏，发表
400余万字500多个案例故事，获
多项国家级、省级新闻及文化奖项，
因对法治文化的特殊贡献，曾荣获

江苏省首届“十大法治人物”称号，被
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个人一等功。

2007年、2010年、2013年，纪萍
分别推出了《女检察官手记》一二三
部。8年后，《纪萍手记——女检察官
手记Ⅳ》终于和读者朋友见面了！这是
她的第4部专栏集结，是一幅世象百态
图，一部家庭伦理教科书，在呈现悲剧的
同时，更关注犯罪成因、人性善恶、世间
冷暖，用法理和情理解剖病例，寻求治病
良方。作者在书中首次使用了本人近一
年来亲自为本书创作的插图，稚朴之余，
为沉重的话题增添了一抹亮色。

当日，纪萍向读者朋友进行了签
名赠书。 （王晴 徐丹）

纪萍的《女检察官手记》出了第4本

本报讯 15日，常州经开区丁
堰街道生态办工作人员在一次河道
巡查中发现，昔日的污水河——芳
渚河重新出现了活鱼。这要归功于
去年一整年的河道整治。

去年起，丁堰街道启动芳渚片
区水环境治理和提升一期工程，共
铺设污水管道950余米、检查井5
座、截流井1座、污水提升泵2台，
惠及芳渚小区、沈家塘400余户共
1200人。2021年伊始，二期工程
也紧锣密鼓开展，增设600多米污
水管道，21座截流井、9座检查井、4

台污水提升泵，将为芳渚村和丁家桥
两个自然村550户近2000人带来生
活便利。丁堰街道同时对两岸进行修
复，通过打造1500平方米的生态岸
坡，进一步恢复区域生态系统。

截至去年底，丁堰街道35个自
然村、小区建成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22个，覆盖率达62.85%。随着今年
各项工程的实施，覆盖率将提升到
88%，大力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小微水体整治等，打造群众身边的

“幸福河”。
（舒泉清 符敏霞）

丁堰街道水岸同治 污水河再现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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