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所属 !常州日报"!常州晚

报" 溧阳地区遗失声明刊载及其他

广告经营已授权中国常州网# 常州

龙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 其他

任何个人或单位以常州日报# 常州

晚报名义进行的广告经营活动均与

本社无关$请广大读者小心辨别$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常州日报社

!"#$

年
%

月
&"

日

泡在雨中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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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梅姑娘又回来了%

它不在的这几天$温度上升$昨天

白天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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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风$人体

感觉还是闷闷的%很多人说$今年

那种炎热的夏天还真是姗姗来迟

啊$最近温度上升$是不是开始&浪

子回头'呢(

没有了啦$ 梅雨还没过呢%而

且本周我市仍处于梅雨期中$多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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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奏$ 就是泡在雨水里啊%

据了解 $ 我市今年入梅到现在为

止$降水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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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那炎炎夏日无处躲藏的

感觉$大家还是珍惜享受现在的下

雨天吧% 贡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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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女干联道德讲堂举行
本报讯 6月28日下午，市女领

导干部联谊会举行“岗位励志展风
采”常州市女干联道德讲堂。
活动分为唱歌曲、颂经典、学模

范、发善心、送吉祥5个环节。宣讲员
和大家一同分享了“最幸福的基层干
部”王延花和“铁娘子”韩筱筠的故
事。王延花今年入选江苏省首批“最
美基层干部”，并当选中国工会第十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0多年来，
她为职工化解心结367人次，帮助
86名职工摆脱了心理阴影。市检察
院副检察长韩筱筠曾先后荣获“全国

模范检察官”“江苏省劳动模范”等称
号。她从1986年跨入检察院大门至
今，没有休过一次公休假，承办了近
百件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突破了很多
棘手的“骨头”案件，被大家称为“铁
娘子”。
道德讲堂上，王延花和韩筱筠也

来到了现场。两位巾帼精英都表示，
立足岗位、奉献社会是件幸福快乐的
事情，谈不上苦和累。参加活动的人
员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学习模范，
提升自己。

"谈必行#

学校被禁止安排返校日
今起全市中小学放暑假

本报讯 今天起，全市中小学开
始放暑假。8月31日开学报到。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的相关规定，

暑假期间任何学校均不得安排返校
日或返校活动。同时，学校要合理布
置学生暑假作业，学生每天的书面作
业量要与平时的要求相当，提倡布置
活动性、实践性、探究性作业。开学
后，教师对学生的暑假作业要做到每

题必改、认真反馈，不得布置不批改
的书面作业。
省教育厅还要求各校严格执行

省“五严”规定，坚决制止违规补课、
违规招生和有偿家教等行为。要对社
会公布举报电话，保证举报电话有人
接听，加强明察暗访，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确保所有的中小学校不发生违
规行为。 "宛教$

可以吃的“氧气”亮相武进吾悦
“吃了气，肚子果然会胀”

本报讯 近日，一家新开
业的饮品店“氧吧”在武进吾
悦广场大受追捧，除了来自约
旦老板会说“一点点”常州话
外，最重要是其售卖可以吃的
氧气迷倒一片。
来 常 已 经 11年 的

ZeyadEstephan，先后经营
过两家意大利餐厅，“我非常
喜欢常州，别的城市都太吵
了，这里很安静。”约旦小伙
子介绍说，“对于新事物一定
会有个接受的过程，大家都来
试一试。蔓越莓、樱桃、黑加
仑等八种口味的加氧奶泡可
供不同选择。”

现场购买者大多心怀好
奇，食用之后都觉得好像真长
了精神。一位黄姓中年女士
边喝边说，“没事弄点气吃吃，
肚子果然会胀。这要是饭前
来一杯，三天就能瘦成照片
啊。”ZeyadEstephan接话
说，“氧吧饮品在饭前食用，确
实可以减少每日正餐食用量。

但每周喝2杯就能基本满足
身体需求了。不宜喝太多。”
喝着喝着，好奇的黄女士

精神更足了，“氧气都是呼吸
的，口服的话是不是相当于
‘冬天喝西北风’啊，现在这样
子，天天能喝上西北风啊”。
为了让产品更容易被中

国人群所接受，“氧吧”将纯氧
充入果汁中发泡，制成各种口
味的“加氧奶泡”，让食用氧气
变得更加自然有味道。
据介绍，虽然氧吧这一事

物在国内罕见，但其在国外已
经流传甚广。适量地食用氧
气，能减少大气污染对人体的
影响，读书孩子获得更多的身
体能量。

7月 5日至 7月 6日，
“惠生活”将每天给粉丝赠送
10杯苹果味或葡萄味氧气饮
料，想体验一下“氧气”的粉
丝，请回复“氧气+姓名+手
机号”。

%盛栖 文摄$

每周二我们为你搜齐“惠刷卡”的各类优惠信息

美食购物出行……把优惠一项项“刷”出来

民生银行

本周，持民生银行借记卡
在瑞和泰活动门店刷卡消费
满20元，即可获赠10元礼金
券；凡在瑞和泰活动门店新开
借记卡并签约手机银行的市
民，就可获赠瑞和泰10元礼
金券；如果满足新增有效客户
条件并在活动门店（南大街
店 #勤德店 #湖塘店 #府翰苑

店#新北店）刷卡消费任意金
额即可获得百元瑞和泰礼金
券。各活动礼金券，每人仅限
领取一次。

中国银行

本周，境外刷江苏地区中
国银行信用卡，次月30日可
登录中邮快购网站 www.
bocjs.11185.com.cn中行 专
区选取礼品，每月礼品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1.累计刷满
8888元赠爱仕达套锅、灿坤
智享咖啡机（% 杯）、真空保温
杯，任选一；2.累计刷满
28888元赠美国罗克兰旅行
箱、TCL-智能养生壶、伊莱
克斯超声波加湿器（迷你*，任
选一。
彭晶晶 薛佳吉 编辑整理

是为商家刊登各种优惠信息的栏目&只要你有特色的产品&有趣的活动&愿意为常州晚报读者

提供体验和特惠&都欢迎加微信号'

*+,-./0/

(或拨打电话
)%%!11%2

联系我们)

“惠生活”

无论是去超市购物，去影院看场电影，去餐厅聚餐，去 KTV唱歌，还是外出旅游，只要刷手中的
信用卡，就能享受各种优惠。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手中的各家银行的信用卡有七八张，却不知哪家
银行的卡最近有优惠。

亲们，那你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加晚报“惠生活”的微信，每周二我们都会为你搜罗“惠刷
卡”优惠信息。
“惠刷卡”主推各家银行推出的信用卡刷卡优惠，为用户提供集美食餐饮、电影娱乐、商场购

物、加油出行、境外消费、开卡办卡、积分攻略于一身的综合优惠信息。
如果我们遗漏了哪家银行的优惠信息，请麻烦加微信“CZWB-HSH”，给我们及时反馈，谢谢！

尝美食 享优惠

民生银行

本周六、日，至幸福蓝海
橙天嘉禾影城刷民生银行信
用卡1元可得2D或3D普通厅
电影票一张（-./0

除外$如

遇限价片需补差价），每人每
卡限购1张电影票，每日限
50名，先到先得。影院地址：
钟楼区延陵西路123号吾悦
国际广场A座6楼。

12345 67829:4;

的俄罗斯妻子正在制作饮品

看电影

招商银行

本周，在仙渔舫火锅店，刷招行
卡消费享9.2折优惠，不与店内其他
活动共享。

地点
31.新区太湖中路17-3号；

2.清潭新村中央大道 (近清潭邮政

局)；3.星园路蓝天花园2幢-35号。
本周，在华侨城大酒店，刷招行卡

消费享8.8折优惠(酒水饮料除外)，不
与店内其他活动共享。地点:钟楼区通
江南路1号(B<=

西新桥站旁边
>

%

华夏银行

本周二、周六，华夏钻石借记卡、
华夏白金借记卡、华夏信用卡持卡
人，在常州市和平名典西餐厅（花园
咖啡文化宫店）、武进高新区罗曼西
餐厅（花园咖啡湖塘店）凭华夏钻石
借记卡、华夏白金借记卡、华夏信用

卡刷卡消费，即可享受5折优惠，每
桌减免金额150元封顶。
每天每店限前10桌享受5折优

惠，需提前1天电话预约。持卡人每
日限享受1次优惠，每次消费金额不
可拆分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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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东南风3-4级，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