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聚焦脱贫攻坚的伟大实

践，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反

映脱贫攻坚事业，讴歌脱贫攻

坚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用

脱贫攻坚的奋斗精神鼓舞全市

人民奋力实现追赶超越，即日

起，宜兴市融媒体中心将开展

“身边的脱贫攻坚故事”主题征

文活动。

一、征文要求：
紧紧围绕脱贫攻坚这一主

线，以“个人”为视角，从身边的

变化、切身的感受入手，生动展

现脱贫攻坚的先进典型和感人

事迹，展现宜兴人追求幸福生

活的精神风貌。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11月底

三、作品要求：
1.参评作品必须为原创作

品，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激

发自豪感、幸福感。

2. 鼓励近期创作的新作

品，不征集以前各级赛事中入

选获奖的作品。

3.文章体裁可以为通讯、

散文等。文章字数原则上不超

过2000字。

4.本次大赛所征集到的文

稿，均不退稿，如被录用，按照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相关规定核

发稿费。

5.参赛作品必须是个人完

整著作权，如发现抄袭或者网

上下载的作品将取消参赛资

格，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由投稿人承担。

6.被录用作品将在《宜兴

日报》、宜兴发布客户端同步刊

出。

四、投稿办法：
邮寄至宜兴市宜城街道人

民南路207号宜兴市融媒体中

心全媒体新闻发布中心，并在

信封上写明“‘身边的脱贫攻坚

故事’征文”字样；也可发送电

子邮件，邮箱为：yxrbxmt@

163.com。

征文活动结束后，宜兴市

融媒体中心将组织专人对所有

录用稿件进行评比，评出一、

二、三等奖若干名，分别给予奖

励。希望广大读者和通讯员踊

跃来稿，积极参与征文活动。

征
文
启
事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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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双休日，陶都诗意
浓郁。8月1日、2日，宜兴市第四
届诗词大会西渚分赛场、张渚分赛
场、新东方分赛场三场比赛，分别
在西渚镇白塔村、善卷洞风景区、
新东方宜兴校区拉开帷幕。经过
预赛和决赛两轮角逐，三个分赛场
冠军分别被市第三届诗词大会总
决赛亚军杜思源、宜兴外国语学校
初三学生蒋载宇和培训机构语文
老师张俊夺得。

8月1日上午，市第四届诗词大
会西渚分赛场决赛一开始，市第三
届诗词大会环科园分赛场冠军危
梓灿，32岁的培训机构语文老师张
俊，市第三届诗词大会总决赛亚军
杜思源，双胞胎姐弟范瑾煊、范琦

煊等选手的接连亮相，将比赛推向
了白热化。“别看这些选手年纪小，
实力可不容小觑！”接连答对17题
的培训机构语文老师张俊，连连夸
赞与他同台竞技的选手们。为了
这次比赛，他特别准备了厚厚一沓
稿纸，一一记录下生疏的词句，空
暇时就拿出来背诵。紧随张俊出
场的杜思源，接连答对 23 题，成
为西渚分赛场冠军。“去年的总决
赛，我以微弱劣势成为亚军，今年
我想冲刺一下，看看能不能圆‘冠
军梦’！”手捧西渚分赛场冠军证书
的杜思源自信满满地说道。

与杜思源一道想圆梦的，还有
8月1日晚上夺得张渚分赛场冠军
的蒋载宇。“去年我参加了两场分

赛场比赛，很遗憾的是，最好成绩
是分赛场第二，未能进入总决赛。”
蒋载宇说，今年暑假刚开始，为了
能站上市第四届诗词大会总决赛
舞台的他，就在家中准备起来。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张渚分赛场比赛
中，蒋载宇连续答对18题，成为冠
军。与此同时，在张渚分赛场比赛
中，一支由6名市丁蜀高级中学高中
生组成的小队，展露不俗实力，吸引
了观众们的目光。场下，带队老师、
市丁蜀高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卢小
兵介绍，这些学生都来自该校的东
坡文学社，这个暑假，他们特意为诗
词大会做了很多准备。“接下来的丁
蜀宝龙地产分赛场，我校将有更多
爱好诗词的学生参赛。”卢小兵说，

历届诗词大会，该校学生都踊跃报
名。通过这类比赛，能够提高学生
对中华传统诗词文化的喜爱度，对
他们学习诗词起到促进作用。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
未可知”，8月2日下午举行的新东
方分赛场比赛现场，可以用这句诗
来形容。8月1日“战败”的张俊、市
丁蜀高级中学团队，以及去年官林
分赛场冠军郭精金等，诸多曾展现
过超强实力的“老面孔”现身赛
场。“回答正确16题”“回答正确17
题”“回答正确18题”……在高手如
云的现场，答题纪录一直被刷新，
现场观众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紧张
起来。最终，张俊以答对22题的优
异成绩成功夺冠。

本报讯（通讯员许金为）7
月 30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市委党校组织举行首场“百团进
百万企业”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
题宣讲会，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工
作形势，聚焦特种设备重点环
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全市维保单位、宜城辖区内
特种设备重点单位和电梯维保
单位负责人等260余人参加宣
讲会。

宜兴是特种设备使用大
市，现拥有各类特种设备5.2万
台（套），确保这些设备安全运
行至关重要。宣讲会现场，宣
讲人员从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健全安全监管体系、注重防范

安全风险、落实应急处置责任、
坚持极端认真精神以及严肃追
究安全责任六个方面，阐释了安
全生产的核心要义。同时，通过
近年来典型的事故案例，分析当
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并围绕

“电梯法律法规知识宣贯”“电梯
维保常见故障及处理”等主题进
行专题培训，切实帮助相关单
位提升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
理能力。

下阶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建的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宣讲
团，还将深入基层一线，对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开展集中宣讲，推
动安全生产理念入脑入心、见力
见行、落地落实。

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题宣讲开讲

近日，位于经开区的市雪
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内，工人
们正忙着搬运冰块。针对近期
我市持续高温，冰块需求量迅
速攀升的实际，该公司开足马
力生产，每天有50多吨冰块被
用于蔬菜、海产品、饮料等保
鲜，以及人们防暑降温。

（记者 蒋 瑜 摄）

冰冰
块块

销销

自从去年开始三七价
格一直上涨,市场一天一个
价，其主要原因就是三七生
长周期长，土地资源稀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注重养生的人多了,吃三七
的人也多了，产量上不去，
价格自然就走高。

此次直销活动主办方

从产地将优质的三七带回
来，除去中间环节，实现原
产地直供,确保货真价实。

据了解，这次活动所
销售的三七全部由主办方
深入云南文山三七种植基
地，与种植农民对接，每一
头都经过精挑细选，直接
从原产地发到宜兴，省去

中间层层加价环节。展销
会上的三七自然本色，手
工水洗，营养充足，品质上
乘，保证不打蜡。我们不
做二次加工类营养品，实
实在在地卖三七原材料，
现场免费打粉，看得清清
楚楚。让你明明白白消
费,实实在在得实惠。

大连海参以肉厚、刺饱满、口感
好著称，我国黄海渤海出产的海参早
在清代就被尊为上品，高蛋白，高营
养，低脂肪，低胆固醇，海参还含有硫
酸软骨素。海参不仅是珍贵的食品，
也是不错的保健品。

吃过的人都知道，好的铁皮石
斛拿一粒嚼一嚼，上口脆,吃过粘牙
少渣或无渣，本次活动联合雁荡山
当地的种植户，直接来到本地，没有
中间环节的层层加价。

产 地 为
西藏那曲，我
们有专业的
收购人员,保
证您买的每
根虫草都是
经过精挑细
选 ，严 格 把
关,市民可以
放心购买。

灵芝孢子粉，原产于亚洲东部。含有多
糖、三萜类灵芝酸、天然有机锗等多种营养成
分，具有灵芝的全部遗传物质和保健作用。

优质燕窝
一斤起批
8800元/斤

破壁灵芝孢子粉
买一送一

粗多糖含量100克
含4500毫克，高质量

德亦堂夏季养生节开始了 原《宜兴日报》虫草三七石斛
养生节承办方

地址：宜兴市人民中路125号德亦堂（老干部大学旁） 公交：3、6、17、101、102、112、116、181、201、202路，老干部大学下即到 电话：87970789

正宗云南文山三七原产地

正宗雁荡山
铁 皮 石 斛

380元/斤

优质虫草半斤只要
39800元

优质西洋参段

350元/斤
福牌阿胶现价
1380元/斤

诚招无锡地区福牌阿
胶新零售代理商

广告

地址：宜兴市人民中路125号德亦堂（老干部大学旁） 公交：3、6、17、101、102、112、116、181、201、202路，老干部大学下即到 电话：87970789

买2斤送1斤德亦堂夏季养生节开始了，炎炎夏日滋补怕
上火吃什么，当然西洋参铁皮石斛，德亦堂仿野生
铁皮石斛，胶质饱满，入口粘牙，嚼而无渣，滋补之
上品，全部买2斤送1斤!

20-26头三七288元/斤
买2斤送1斤

国标淡干海参满2斤送半斤
鲜海参只要19.8元每根

买2斤送1斤

陶都大地诗意浓

诗词大会三大分赛场接连开赛
□记者刘思俊 孙斐斐

8月1日晚，“诗咏陶都 魅力文旅”朗诵会在位于丁蜀镇的宜兴紫
砂文旅城举行。本次朗诵会分“壶润茶香”“紫玉金砂”“诗咏陶都”3个
篇章，市朗诵艺术家协会成员为观众带来《钢铁长城》《一把紫砂壶蓄
养着春天》等朗诵节目。当天，由市朗协打造的朗诵品牌“经典·朗读
吧”正式揭牌，将继续用声音的力量传承经典精品、弘扬优秀文化，助
力全民阅读。

图为朗诵会现场。 （见习记者 何沐静/文 通讯员 吴骐争/摄）

诗诗咏咏陶陶都都

本报讯（见习记者谷 雨）近
日，一辆装满集装箱的列车由浙江
长兴开往上海，负责稳固集装箱的

“脚垫”，是宜兴市鑫兴加固材料厂
生产的“元兴”牌草垛。这些草垛利
用稻田秸秆加工而成，通过变废为
宝，如今成为铁路集装箱运输的“香
饽饽”。去年，该厂草垛销量达2万
只，今年订单量预计将突破5万只。

市鑫兴加固材料厂位于新建
镇留住村，是一家用稻田秸秆来生
产草垛、草支垫、草包等运输加固
防滑材料的生产企业。近年来，该

企业每年卖出秸秆制成的草支垫
加固材料3000吨以上，专门用于铁
路运输。

几年前，国内一些铁路运输企
业曾使用木材制集装箱货垫，但使
用过程中发现木质货垫既贵又笨重，
且容易造成集装箱移位。相比之下，
用稻田秸秆制成的草垛既便宜又轻
便，还防滑、有韧性，稳固效果好，使
用过后还能用来发电或造纸，因此
成为铁路集装箱运输的“新宠”。

随着近年来铁路运输的迅速
发展，用来稳固集装箱的草垛使用

量逐年攀升。市鑫兴加固材料厂
厂长路敏敏锐地瞄准这一商机，在
企业原来仅生产草支垫、草包的基
础上，迅速推出延伸产品草垛，并
注册“元兴”牌商标，利用原有客户
资源和电商平台，向铁路运输企业
进行推介。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
市鑫兴加固材料厂成为首批与上
海铁路局合作的指定单位之一。
今年年初，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打响后，一批制造救护车的
钢材要从江阴火车站运送到湖北
仙桃，急需一批稳固集装箱的草

垛。路敏接到订单后，紧急调取库
存，办好运输通行证件，运出近1万
只草垛到江阴，保证钢材安全快速
送达。

生产草垛用于铁路运输，不仅
可以节约运输成本，还可以通过回
收秸秆保护环境，更能为农户增添
一份额外的收入。为了方便农户，
市鑫兴加固材料厂在每年秋收时，
都会派出两辆农用车在田间进行收
购。随着草垛的销路不断拓宽，越
来越多的村民也主动将秸秆送到厂
里。留住村村民蒋健中和路才力都
是60多岁的农户，每人各有2到3
亩农田，通过秸秆回收，每人每年可
多收入400多元。如今，越来越多
的新建镇及周边地区农户参与到秸
秆回收中。去年，市鑫兴加固材料
厂回收的稻田秸秆有4000多吨。

稻田秸秆变废为宝

生态草垛成铁路集装箱运输“香饽饽”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
等）连日来，副市长周斌、温秀
芳、张毅、周杰、薛皓月分别前往
各自挂钩的社区，走访调研文明
城市常态长效管理工作。

6月23日，周斌带队前往宜
城街道宜北社区，走访调研文明
城市常态长效管理工作。在听
取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相关汇报
后，周斌来到板桥新村等地，详
细了解小区内部停车秩序、环境
卫生以及第三方测评反馈问题
整改等情况。

6月24日，温秀芳带队前往
宜城街道东虹社区，开展走访调
研。在东虹新村，温秀芳实地查
看小区内部停车秩序、环境卫
生、硬件配套设施运营等情况，
并详细听取社区负责人的相关
汇报。

7月24日，张毅带队前往宜
城街道宝塔社区，实地查看中兴
新村、中兴二村、家和花园等小
区的停车位配置、垃圾处理等情
况，并与街道、社区相关负责人

面对面交流。
7月2日，周杰带队前往宜城

街道城北社区，开展走访调研。
在金三角副楼、金三角小区以及
西木新村，周杰重点查看社区治
安管理、消防安全落实以及群租
房整治等情况。

6月17日，薛皓月带队前往
宜城街道岳堤社区，开展走访
调研。在华兴安居小区等地，薛
皓月与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
流，并对各点位存在的硬件配
套设施运营等方面的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

走访调研中，市领导要求，
各相关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坚持精细化管理，
工作到边到角，确保不留盲区；
要举一反三，建立健全长效管
理机制，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实
现常态化；要强化群众参与，
进一步增强市民文明意识，
规范市民文明行为，真正做到

“文明城市大家创、城市文明大
家享”。

市领导走访调研
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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