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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

活动时间：4 月 16 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活动地点：社区活动中心（迎春小区 28 号一层）
活动内容：城东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在社区为居
民免费测量血压、建立健康档案。需要建立健康档
案的社区居民，凭身份证即可参与。

◆通姜◆

在“世界读书日”
来临之际，
泰州市图书馆优秀读者评选活动即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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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十里不如爱看书的你
“最美阅读瞬间”摄影作品在市图书馆开展
读书是最美的姿态。无论在哪，人们专注读书
的神态总能触动人心。今年 3 月，为培育公众阅读
习惯、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为核心，以丰富多彩的阅
读推广活动为载体，在全市形成多读书、读好书、好
读书的书香氛围。泰州市全民阅读办、泰州市图书
馆联合推出
“最美阅读瞬间”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共征集到作品 198 幅，最终，经

过由江苏省摄影家协会专家组成的评委会的评选，
共选出获奖作品 30 幅，其中一等奖 5 幅，二等奖 10
幅，三等奖 15 幅。即日起，这些“最美阅读瞬间”摄
影作品都将在泰州市图书馆一楼展厅展出，欢迎市
民朋友前去观展，
一起跟随摄影师的镜头去感受这
些阅读的美好时刻。

“北国风光”泰州摄影家赴黑河采风作品展
皑皑白雪覆盖的北方乡村，晶莹剔透、美轮美
奂的雾凇，静静流淌的黑河，辛勤劳作的人们脸上
露出的质朴笑容……近日，作为第十届中国泰州水
城水乡国际旅游节的活动之一，
“北国风光”泰州摄
影家赴黑河采风作品展在泰州美术馆四楼展厅开
幕，
此次展览由泰州市文联、泰州市摄影家协会、泰
州民俗摄影协会联合主办，集中展出我市 7 位摄影
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128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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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市摄影家协会牵头组织部分摄影家
赴黑龙江黑河市与伊春市逊克县进行异地交流并
沿途采风创作，
摄影家们通过手中的镜头记录下一
个个动人的瞬间，作为一次成果汇报展，期待通过
这次展览带领泰州市民领略这个光影变幻的冰雪
世界。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4 月 24 日，欢迎广
大市民及摄影爱好者前去参观。

“胡瑗读书节”活动精彩不断
100 本全民阅读推荐图书等你来挑选
对每一个爱书之人来说，
与一本好书的相遇是一
件幸运而又幸福的事。有时候，我们在书中得到启
示，
有时候，
在书中与人
“神交”
，
有时候，
在书中找到
自己……一本好书就像一位好友，
伴随我们的一生。
在今年的“胡瑗读书节”期间，泰州市图书馆、
泰州新华书店将同时举办全民阅读推荐图书展，
展
览期间将集中展出 100 本全民阅读推荐图书，这些

图书都是根据往年经典阅读书目和热门图书书目
进行挑选的，包含社科、人文、自然、历史等多种门
类，市民朋友可以到现场游览一番，说不定会有意
外收获哦！
展出时间：即日起至 5 月 20 日，展出地点：市
图书馆二楼借阅大厅、新华书店一楼大厅。

著名儿童作家梅子涵走进大浦中心小学
4 月 17 日，作为我市 2018 年“胡瑗读书节”系
列活动之一，
著名儿童作家梅子涵将走进泰州市大
浦中心小学，为孩子们开设写作讲座，分享自己的
写作故事，互动交流。
梅子涵是我国儿童文学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79 年开始走上儿童文
学创作道路，他为儿童写了几十部书籍，如《女儿
的故事》、
《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等；
作为儿童文学
的研究者，他写作、主编了多部理论著作，如《儿童
小说叙事式论》等。

省级钓鱼大赛下周在姜堰举行
水美鱼肥的四月，
泛舟油菜花海，
穿行弯弯河道，
置身菜花岛上垂钓，
原生态的诗画美景美不胜收。近
日，
记者从泰州市体育总会了解到，
由江苏省钓鱼协
会、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政府主办的 2018“梦里水
乡·美丽春草”
钓鱼大奖赛，
将于4月18日在姜堰春草
村举行，
感兴趣的钓鱼爱好者可参赛或前往观赛。
据了解，
此次比赛为江苏省二类积分赛，
比赛项
目为手竿钓混合鱼重量积分赛，18-70 岁的运动员
可报名参赛。参赛运动员须持有《江苏省运动员积
分信息卡》方能参赛，
未持卡者，
可在报到时办卡。
根据比赛规则，传统钓竿限 7.2 米以内、台钓
竿限 4.5 米以内，报名时自选钓法。比赛一天两

场，每场 150 分钟。除有毒有害物质外，钓饵不
限。有效鱼种：
青、草、鲤、鲫、鳊。以两场比赛总积
分排列名次，总积分相同，按单场分排名；再相同，
按总重量排名；
再相同，抽签决定。
比赛前三十名可获得奖金和奖杯，
第一名奖金
为 1 万元。感兴趣的钓友可在 4 月 16 日前进行报
名，参赛运动员每人需缴纳赛事服务费 150 元，报
名人数限 200 人。参赛选手需在 4 月 17 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 3 点报到；4 月 18 日 7 点进行点录，7 点半
比 赛 正 式 开 始 。 省 钓 协 联 系 人 ：田 静 ，手 机 号
15805157776。泰州钓协联系人：陈华兰，手机号
13365208388，微信同号。

活动时间：4 月 15 日上午
活动地点：稻河古街区
活动内容：社区居委会动员社区家长带着孩子
体验民族传统文化。参与活动的家长，事先给孩子
购买一套简单的汉服，活动当天，孩子们穿着汉服来
到稻河古街区，由专业摄影师拍摄影像资料，同时，
在古街区这个环境下，和孩子们一起诵读《稻河赋》，
让孩子们感受民族传统文化内容与精神。

中山、文昌
活动时间：本周起至 5 月初
活动地点：社区居委会
活动内容：社区组织妇女进行两癌（宫颈癌、乳
腺癌）筛查，居民先到社区登记。社区内 35-64 周
岁妇女可免费参检（2016 年、2017 年参加过此项检
查的今年不可重复检查），检查时间为安排日期内，
下午两点到四点半。
（周六周日不检查）。检查地点
在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体检中心（门诊五楼）。有需
要的妇女同志请尽快到社区登记。

◆春兰◆
活动时间：4 月 20 日下午两点半
活动地点：春兰小区内
活动内容：组织主题为“保护环境”的志愿服务
活动，
带领社区志愿者和居民整治小区环境，
清理垃
圾和小广告，
愿意参加的居民可报名。

◆大浦◆
活动时间：4 月 18 日下午两点半
活动地点：稻河古街区长廊
活动内容：社区联合大浦小学在稻河古街区长
廊内举办主题为“学文明礼仪，做文明市民”读书节
活动，
倡导大家多阅读，
多学习。

◆江洲◆
活动时间：4 月 15 日上午
活动地点：泰山大酒店
活动内容：社区联合泰山大酒店，
为社区十多户
孤寡老人送爱心饭菜。

《犬之岛》:
电
活
人狗之旅冒险又逗趣
影
动

时隔四年，韦斯·安德森的最新力作，
继《了不起
的狐狸爸爸》之后，第二部定格动画电影《犬之岛》即
将于 4 月 20 日登陆中国荧屏。
《犬之岛》的故事发生
在 20 年之后的日本，一场突如其来的犬流感让城市
中的所有狗狗被流放到一座垃圾岛中。然而，危机
并未解除，来自于坏人的追捕令狗狗们本就恶劣的
生存环境更加充满危机。一位 12 岁的小男孩孤身
前往垃圾岛寻找自己的爱犬，一场奇妙的寻狗救狗
冒险之旅就这样展开。
除了导演韦斯·安德森对《犬之岛》费心劳神
的匠心打造，影片同时邀请了布莱恩·科兰斯顿、
斯嘉丽·约翰逊、爱德华·诺顿、比尔·默瑞多名好
莱坞大咖为狗狗配音，中国版配音也邀请了朱亚
文和宋佳。
影片自首映后，一路口碑上涨。先后收获柏林
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西南偏南电影节观众选择奖两
座金奖，值得期待。
记者 申莉敏 范进存 徐瑶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