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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明委表彰第六届江苏省道德模范及提名奖

我市余美芳、
吴晨嘉、
丁山华 3 人当选
冯凤仙、梅鹤康获提名奖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省
文明委 18 日表彰第六届江苏
省道德模范及提名奖。我市余
美芳、吴晨嘉、丁山华 3 人当选，
冯凤仙、梅鹤康获提名奖。前五
届，我市共有 19 人次获得省道
德模范及提名奖。
余 美 芳 家 庭 是“ 五 姓 ”之
家，这个奇特家庭组合的背后
是余美芳家庭两代人 47 年坚
持无偿赡养照顾异姓孤老的故
事，从余美芳的公公在 1970 年
开始收养第一对无子女老人
后，至今家里先后无偿赡养了 5
位无血缘关系的外姓老人，同
时余美芳还与一对失独老人结
对。余美芳还以她的名字成立
了余美芳爱心工作室，组织身
边的同事、学生参与到社会爱
心服务奉献队伍中去，关心帮
助弱势群体。她近年来被授予
“全国文明家庭”“中国好人”
“全国三八红旗手”
“ 常州市道
德模范”
等荣誉称号。
2015 年 10 月 11 日晚 6 时
许，
吴晨嘉驾车沿常泰高速由北

向南行驶至沿江高速匝道口时，
发现一辆事故小型客车停在三
岔路的白实线上，
他立即停车开
启警示灯，冲到事故车边，拉开
车门先将怀抱小孩的女子救出。
这时汽车前部已全部燃烧，
但吴
晨嘉听女子高喊救救其丈夫，
又
冲回车边，在没有借到灭火器、
车门又严重变形无法打开的情
况下，用扳手敲碎车窗玻璃，将
男性驾驶员从车窗救出。
仅数秒
钟后，
车辆即发生了爆炸。
自 1983 年 担 任 江 苏 上 上
电缆集团负责人以来，丁山华
坚持“对待客户、执守诚信，追
求卓越、质量至上，为人处事、
信守诺言”的发展理念，带领企
业成功跻身全球线缆企业中国
第 一、世 界 第 九 。在 丁 山 华 看
来，诚信于企业而言就是“诚实
不欺，信守诺言”；在立业上，就
是“忠于使命，发展共赢”；在为
人上，就是信守承诺，忠实于自
己承担的义务。
冯凤仙是钟楼区南大街街
道世纪明珠园居民。78 岁的她

坚持 37 年如一日，热心照顾无
血缘关系、家庭困难、老弱病残
的邻居一家两代人，从帮找工
作到解决住房问题，从装修房
子到照料生活起居，从生病就
医到去世办理后事，无论大事
小事都由她出钱、出力来帮助
一起解决、共度难关。
梅鹤康是武进区横山桥镇
五一村党委书记。
1997 年，企业
经营得风生水起的梅鹤康被推
选为村党支部书记。20 年来，他
带领五一村走出了一条“强富
美高”的新农村建设发展之路。
2016 年全村实现工业产值 135
亿元，综合实力居全国百强村
前 列 ，创 成 全 国 文 明 村 。多 年
来，他不拿村里的工资，反而为
村里社会事业捐资超过 1 亿元。
（闻铭 郑雨露 谢韵）

长虹西路快速化改造工程主线预计月底通车
设计时速为 80 公里，全程不设红绿灯
本报讯 随着长虹西路快速
化改造工程临近尾声，近日，该工
程的附属设施建设也在加快进行
中。9 月 19 日起，施工人员开始
为长虹西路快速路主线高架桥划
标线。
长虹西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西
起扁担河桥，东至武宜运河，全长
约 6 公里左右，
全线新建连续高架
桥一座、跨锦华路大桥一座、跨厚
塘路小桥一座。
该工程主线设计时
速为 80 公里，
全程不设红绿灯。
建
成通车后，
该道路将与金武快速路
连接，届时，常州城区到金坛主城
区将真正实现
“全程快速化”
。
据悉，该工程的主线交通标
志牌目前已基本安装到位，主线
标线的施划工作只需要两天左右
时间，预计本月底该工程主线将
实现通车。（何秋斌 马静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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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

本报讯 9 月 19 日至 10 月
12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
局 、市 文 联 主 办 的 三 鸣·主 意
——高鸣、吴鸣、蒋和鸣中国画
展将在常州画院举行，3 位画家
的 60 件中国画精品亮相，这也
是今年“文化 100”大型惠民行
动的一项重要展览。
高鸣，1957 年生，常州人。
2003 年师从江苏省国画院著名
画家秦剑铭专习山水画，2007
年跟随江苏省国画院著名画家
徐建明专习山水画。现为一级
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常州画院专职画师。
吴 鸣 ，字 翀 子 ，号 天 鸟 花
人。1969 年生，幼年跟随胡一
飞先生学习书法和篆刻。1992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中国画专业，文学学士。现任常
州画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江苏
省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常州市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常州大学艺
术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二级美术师。作品多
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奖。
蒋和鸣，字君迈，号执一斋
主、延陵学人。1962 年生于常
州。1983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历
史系，获学士学位。1997 年毕
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专
业。2009 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艺术批评专题研究班。他长
期从事美术史教学研究，艺术评
论及中国画创作。现任常州画
院专职画师，理论研究室主任、
院艺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蒋和鸣《湖上秋晴》

高鸣、吴鸣、蒋和鸣，均为常
州画院专职画家，人称“三鸣”。
“三鸣”
性情殊异，
画风各具，
或浓
墨重彩，或清丽诗性，或沉厚古
朴。他们长期从事中国画的艺术
创作与研究，都以笔墨文化为圭
臬，
以写意精神为追求，
孜孜于中
国书画艺术精髓的继承与发扬。
如今，
都成为了画院砥柱。
“三鸣·主意”
展出的 60 件高
鸣、
吴鸣、
蒋和鸣近年来的中国画
作品，涵盖山水、人物等，回顾了
他们三人各自多年来的艺术追求
和探索，展现了他们在艺术道路
上的成绩和所得。
（刘懿 张正珏）

第五届西林桂花节 22 日开幕

1260 余株桂花等你来闻香

全市今天阴有雨，雨量小到中等，局部大雨，东南风 3 到 4
级，今天最高温度 24℃，明晨最低温度 19℃。

一波降雨在来的路上
昨天一天，天空都是阴沉
沉的，气温却没有降低，如果
不是早晚的微风的话，真的让
人误以为秋老虎又回来了。
然而从今天开始，天气又
要变了。根据中央气象台消
息，长江流域的雨带已经自西
向东逐渐发展起来。
今天，常州将迎来一次降
雨过程，紧接着，周六和周日

常州画院 3 位
“砥柱”
60 幅精品亮相

两天，
还有一次降雨过程。
气温也慢慢会在这场秋
雨里，越来越低。我们常说：
“一场秋雨一场寒”。为什么
秋雨过后，气温会降低？专家
称，这个季节的每次下雨，实
际上就是冷空气向南扩张的
“圈地运动”，暖空气节节败退
向南收缩。暖空气和冷空气
交战之后，往往败下阵来，向

南方缓缓退去。而后，当地被
冷气团控制，天气放晴，气温
下降。数日之后当西伯利亚
或蒙古地区又有新的冷空气
南下，与日趋衰败的暖湿空气
再次在当地上空交汇时，又会
形成新的降雨天气。
夏天和秋天就在这样的
雨水里，
默默进行着
“交接”。
一只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园林
局获悉，第五届西林桂花节将于
22 日开幕。
西林公园以“桂”为主题，园
内的山体、水体、植物布置、建筑
景观等观赏元素都围绕
“桂”
而展
开，
如
“桂山”
“桂湖”
“桂陇”
“桂林”
“桂屿”等，园内栽植特大桂花百
余株，
部分桂花蓬径达 8 米。
公园
内有金球桂、波叶金桂、晚金桂、
早银桂、晚银桂、白洁、状元红、醉
肌红、
佛顶珠、
月香桂等40多个桂
花品种共 1260 余株，
是常州及周
边地区金秋赏桂的绝佳去处。目

前公园内桂花已经有三成开放。
此外，今年围绕桂花节，西
林公园对设在假山石和园内主
要道口处的花镜进行了调整及
景观提升，精心布置了蝴蝶兰、
七彩铁、红星凤梨、常春藤、一品
红、鸡冠花、矮牵牛等，增加景观
层次上的色彩度。
桂花节期间，还将举办开幕
式文艺演出、桂花节图片展、家
庭养花技术现场咨询和流动的
邮局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互动
活动。本届桂花节将持续至 29
日。
（蒋琪 汤怡晨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