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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的课堂，只有学生才能进吗？近
日，扬州大学的学生们将扬州大学 27个学院，
107个专业的精品课程都搜集出来，制成“蹭课
地图”，只要市民选好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利用
业余时间，来做个免费的“蹭课族”。
据了解，这份精品课程由扬大的校刊杂志
《扬大青年》的所有学生参与制作。广陵学院新
闻班的大二学生王春元负责收集全校的所有课
程。
“收集倒是很简单，但筛选出值得旁听的课
程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了。”王春元告诉记
者，为了筛选课程，他们不仅实地听课，还对同
学们进行问卷调查，还询问了学院大部分老师
的意见，总共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记者看到，这份精品课程的列表中，共有
40多个课程，其中既有《广播电视概论》、《摄像
器材与摄像照明》这样的专业课程，也有《调酒
技术》、《陶艺与制作》等带有娱乐性质的课程，
而每一个课程下面，都会有一个“蹭课秘籍”。
扬大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朱季康认为，
“蹭
课地图”的公布，能让更多已经工作的人参与，
会更能让人体验课堂的学习气氛，体验主讲老
师的个人魅力，不仅让“蹭课”的人获得更多知
识，也让大学变得更加开放。
通讯员 喻贤璐 记者 乔云

237省道江都段
10月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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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学生精选 40多个精品课程制成“蹭课地图”——

有空就来扬大“蹭课”吧
不仅让市民体验课堂，也让大学更加开放

部分精品课程目录
课名 ：文学与人生
讲师 ：陈学广
地点 ：瘦西湖校区 22#124
时间 ：周二第 4 节
类型 ：纯文科 ，提高涵养
课名 ：社会心理学
讲师 ：马约生
地点 ：瘦西湖校区 56#308
时间 ：周五第 1 节
类型 ：实用 ，社会学
课名 ：美学原理
讲师 ：谢玉斌

类型 ：烹饪学专业，生活实用
课名 ：调酒技术
地点 ：瘦西湖校区 56#504 讲师 ：李祥睿
时间 ：周四第 3 节
地点 ： 扬子津校区文津楼
类型 ：人文学科 ，提升涵养 301
课名 ：中国饮食文化
时间 ：周 7 第 5 节
类型 ：趣味 ，生活知识
讲师 ：马健鹰
地点 ：扬子津校区文津楼 课名 ：体育保健学
讲师 ：金其贯
时间 ：周四第 5 节
类型 ：基础 ，丰富知识
地点 ： 荷花池校区 5#w431
课名 ：乳产品加工工艺学 （240、E525.402）
讲师 ：顾瑞霞
类型 ：通俗简单 ，易懂实用
地点：扬子津校区文津楼 408 跨文化交际
时间 ：周四第 3 节
讲师 ：单祝堂

地点 ：荷花池校区 5#E126
时间 ：周一第 3 节
类型 ：实用有益
课名 ：陶艺与制作实验
讲师 ：程佳德
地点 ：农学院陶艺室
时间 ：周一到周四 1-2 节
类型 ：艺术 ，有趣
课名 ：色彩写生
讲师 ：周明扬
地点 ：农学院 （不固定 ）
时间 ：周二/四/五 3-4 节
类型 ：艺术类 ，需绘画功底
课名 ：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

讲师 ：孔桂美
地点 ：医学院 8#305
时间 ：周一/二第 4 节
类型 ：实用 ，交流技巧
课名 ：广告学概论
讲师 ：蔡之国
地点：江阳路南校区 17#211
时间 ：周四第 1 节
类型：新闻类专业，拓展知识
课名 ：中国旅游地理
讲师 ：王志稳
地点：江阳路北校区 10#218
时间 ：周一第 4 节
类型 ：人文学科

受伤夜鹭遇善人 天气越来越暖和，牛羊肉消费量减少——
—

）

从江都了解到，今年以来，237省道
江都段高邵、邵江、滨江等 3个标段
建设顺利，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8.8
亿元，为今年 10月份建成通车奠定
了基础基础。
237省道江都段是我省中部发
—宁连、京沪、扬溧通道重
展轴线——
要分流线路 203省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起点位于高邮市与江都区交界
处，终点位于新 336省道。该路线采
取改线新建，全长 34.5公里，全线
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
昨天下午，李女士经过广陵产业园附近的绿化带时，见一只“大鸟 ”腿断了 ，已
总投资约 11.1亿元。
不能飞，便带回家并报警。 曲江派出所民警将“大鸟”送到扬州动物救助保护中心。

牛羊肉价格今年
首降
预计未来跌幅有限

今年以来，我市牛肉、羊肉价 了，现在主要是靠酒店或者拉面
格一路高歌猛进，涨势强劲。昨天， 店，市民买得少。”
记者走访市场时了解到，随着天气
在四季园一家熟食店，老板梁
转暖，我市牛羊肉销量大减，鲜肉 福岭也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需求
价格首次出现下跌。但业内人士表 量大，现在吃的人少，活牛肉的价
示，由于生牛生羊的养殖周期较 格确实降了 1元一斤。”
长，从长期来看，牛肉、羊肉价格跌
疑惑
幅有限，后期还会在高位运行。
为何市民感受不明显？
价格
虽然牛羊肉的价格降了，但记
经确认，“大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夜鹭。 伤好后，夜鹭将被放回大自然。 惠宇 摄
鲜牛羊肉普降 2—3元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市民的感受并
“我们这边鲜牛肉现在的售价
不明显，
“
今天想做个青椒炒牛柳，
《溱潼贡船扬州造》后续
在 30—33元之间，比春节期间普 买了一小块牛肉，就花了 20块
遍下降 2—3元，鲜羊肉的售价普 钱。”市民王小姐说，她最近下馆子
遍在 32元左右一斤，也比春节期 也没有觉得牛肉菜品的价格下降。
本报讯 （ 记者 杨婉 ）由扬州仁
间下降了 2元。”昨天，扬州三清源
对此，梁福岭介绍，目前他摊
清真牛羊肉屠宰场经营部的马自 子上熟牛肉的价格普遍在 35—55
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南京
成告诉记者，这是今年以来，牛羊 元一斤，比起春节期间，售价并没
金陵酒店管理公司管理的汇富金陵
80人团队奋战 18天制成
肉的价格首次下跌。
有变化，“牛肉容易缩水，一斤生牛
大饭店今天试营业。汇富金陵大饭店的
本报讯 （ 记者 赵军 ）前天，本报报 10艘贡船。“与扬州运博会花船相比，
据马自成介绍，鲜牛羊肉价格 肉煮熟了一般只能出六两左右的
营业对改善高邮的旅游接待水平，为
高邮旅游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道了由扬州艺术家制作的 10条贡船在 由于溱湖上没有桥梁限制，贡船高度上 下降主要是原产地活牛羊的收购 熟牛肉，价格调不起来。熟牛肉价
据悉，汇富金陵大饭店总面积 泰州亮相的消息。昨天，第八届中国湿 有所放宽，在造型上也可以放开手脚。” 价下降了，现在生牛的收购价在 格是否下调，可能还要看一个月之
52000平方米，总高度约 99.6米， 地生态旅游节、第五届中国泰州水城水 “工人们每天睡觉时间不超过 6个 12—13元一斤，比春节期间下降 后。”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此次牛
地面 28层，地下 1层，设有 318间 乡国际旅游节、2013年中国泰州姜堰 小时，仅仅用 18天便完成了 10艘贡船 了 1元。“而且受扬州人的饮食习
惯影响，马上天就热了，吃牛羊肉 羊肉价格下跌主要是受供求关系
客房，拥有 6间多功能会议厅，24 溱潼会船节拉开帷幕。在开幕式上，由 的制作任务。”宋利勤说。
的人也少得多了。”
影响，从批发价传导到零售终端还
个豪华贵宾包房，近 7.2米挑高 扬州典创造型公司精心打造的 10艘贡
【新闻词典 】
他指了指店里的牛羊肉，“ 羊 需要一定的过程，但从长期来看，
1000平方米超大规模无柱宴会厅 船成了一大精彩亮点。
以及 520平方米的无柱小宴会厅，
溱潼会船始于南宋时期 。 为了祭奠 肉受的影响最大，牛肉稍微好一点， 生牛成熟要两年左右，生羊养殖要
昨天上午 9时 55分，在富有特色
属高邮第一。此外，酒店定位于“五 的溱潼篙子船阵表演之后，10艘美轮 为抗金捐躯的南宋将士 ， 每年清明节 春节期间，我们店里一天能卖 1.5— 一年左右，比生猪要慢得多，因此
星级酒店 +高档商务办公”的综合 美奂的贡船出现在溱湖宽阔的水面上。 后 ， 四乡八镇的上千船只 、 数万船民来 2.5头牛，现在一头牛要买两天，销 未来跌幅有限，后期还会在高位运
记者 陈高君
建筑体。店内供健身、娱乐、购物、休
上个月，扬州典创造型公司负责 此集会 ，场面十分壮观 。 溱潼会船节入 量只剩春节期间的四分之一左右 行。
闲、商务等的设施俱全，可以满足宾 人、青年艺术家宋利勤带着他 80人的 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
客的各种需求。
团队驻扎到美丽的溱湖畔，精心打造 录 ，被列入全国十大民俗节庆活动 。

泰州姜堰溱潼会船节昨开幕——
—

“扬州工”贡船溱湖“竞发”

—
扬城家禽销量惨淡——

杭集一企业已获两项国家专利

走出国门的牙刷餐具，
秸秆造！
年耗 7000吨秸秆，1—2年可降解

记者日前在杭集了解到，一家
本地控股公司与同济大学合作，花
费 3年时间，将秸秆作为主要原料
成功研发出生物质低碳材料产品，
目前不仅运用于一次性酒店用品生
产，还被浙江、广东等地出口型企业
广泛用于各种家居日用品的生产。
近日，该产品前往上海参加酒店用
品展。

秸秆制作的酒店用品 。

变废为宝
秸秆可做酒店用品

牙刷、梳子、餐叉、餐刀，乃至办
公椅、工具盒……在杭集工业园江
苏锦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这些
常在酒店、家庭、办公场所看到的用
品，带着草木色纹理和秸秆清香，而

活鸡批发价几近
腰斩
鸡蛋价格下跌 0.3-0.4元 / 斤

昨天，记者走访了我市家禽市 些以鸡鸭菜肴为主的饭店生意明
场、超市及餐馆发现，近期家禽销 显不如往日。望月路上某饭店的
量下跌。活禽价格几乎“腰斩”，鸡 张老板告诉记者，最近家禽类的
蛋 价 格 也 比 前 段 时 间 下 降 了 产品他们饭店都不怎么进货，“ 因
0.3-0.4元 / 斤。
为吃的人少，卖不掉就是店里的
它们的主要原料就是秸秆。
家居日用品的生产。
昨天，记者来到我市四季园、 损耗了。”
“我们将秸秆粉碎后、磨细、脱水、 目前，该公司已与周边几个村委会
而记者在另一家饭店了解到，
去掉表面的油皂，将材料界面改性使它 签订了合作协议，由村委会负责集体收 兰苑等农贸市场，看到家禽销售区
们与塑料相容，最后，混合一定比例的 购秸秆，进行初加工，初加工的机器由 的生意寥寥无几，相比农贸市场内 最近几日，服务员在帮客人点餐
高分子聚合物，制作成天然秸秆塑料原 该公司免费提供，农民可以得到回收秸 的水产区、猪肉区，人气差了很多。 时，有些家禽制作的菜客人都要求
“原来一天可以卖大几十只， 更换。“有时候客人即使点了家禽
料颗粒，供下游企业使用。”该公司常务 秆的费用以及初加工的加工费，收购价
副总经理晏伟介绍，目前这些材料已被 格每吨 800元到 1000元不等。据了 现在每天的销量都在个位数。”兰 类菜肴，也要询问饭店的制作过
运用于一次性旅游用品的生产，同时被 解，目前该公司的年产量预计为 1.4万 苑农贸市场销售家禽的刘老板告 程，嘱咐一定要把鸡鸭都烧透了。”
诉记者，“现在我们这边卖鸡、鸭、 昨天，记者从养鸡户周先生处
浙江、广东等出口型企业广泛用于各种 吨，可消耗秸秆 0.7万吨。
鹅的商户都差不多，家禽销量很 了解到，现在禽类的行情非常不
低，只有原来的 1/10。”
好。“不仅仅是活禽，鸡蛋都受到影
减排明显 已获两项国家专利
随后，记者来到我市大润发、 响了，现在鸡蛋的价格比之前下降
据了解，目前一次性酒店用品中的
目前，该项技术相继申报国家专 乐购等大型超市看到，超市家禽销 了 0.3-0.4元 / 斤。”周先生告诉记
者，现在鸡的批发价从之前的 4元
塑料原料多为聚丙烯，为石油化工产 利、国际专利，已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 售并未受到影响。
昨天，记者在我市望月路、四 / 斤，下降到了现在的 2.5元 /
品；而秸秆制作的生物质材料可替代 局的“一种含有秸秆的轻质木塑混合粒
记者 何晶
21%—50%的塑料消耗，首先减少了石 料及其生产方法”与“一种可降解塑料” 望亭路上的一些饭馆了解到，一 斤。
油资源的使用和浪费。
两项专利，预计于 5月份还将获得一项
晏伟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使用 国际专利。
昨天 上 午 ，
一吨普通塑料要排放二氧化碳 3.13 “这个项目研发于 2009年启动，
由扬州市摄影家
吨，而生物质塑料每吨二氧化碳排量仅 2011年成立公司，去年 11月正式投
协会与 《中国摄
为 1.6吨。以年产 1.4万吨生物质材料 产。投产后，主要客户群为出口型企业，
影 》 杂志联合打
计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24 浙江、广东等省份较多，杭集也有部分
造的 “幸福新邗
万吨，节能减耗的效果非常明显。
企业使用，但大多也是面对国外客户。”
江 ”第三届 “中国
此外，秸秆制生物质材料为可降解 该公司董事长殷正福表示，“目前，我们
扬州·烟花三月·
产品，降解周期测试显示，通过固体垃 的产品很受西方国家客户的欢迎，但很
光影周 ” 举行开
圾处理工艺，这种材料可在 1—2年内 多国内酒店还不知道。”
镜仪式 。 建平 蒋
记者 屠明娟 文/图
降解。
永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