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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棋协培训基地昨在扬揭牌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运河棋院汶河分院同时揭牌

24小时新闻热线：96496邮箱：yzwbxw@sohu.com

“我们不仅要培养能够输送到省里的拔尖
选手，同时还要在社区中普及三棋项目，让市民
从棋类活动中收获到乐趣。”昨天，参加江苏省
棋类运动协会培训基地、扬州报业传媒集团运
河棋院汶河分院揭牌暨运河棋院社区服务站授
牌仪式的江苏棋院副院长、象棋国际特级大师
徐天红如是表示。

成立社区服务站
三棋项目走进了三社区

在昨天的活动中，扬州报业传媒集团运河
棋院汶河分院正式揭牌，来自汶河街道的四望
亭社区、旌忠寺社区和荷花池社区分别成立了
运河棋院社区服务站，同时运河棋院也在现场
向三家社区服务站赠送了棋具。
据汶河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些年来，汶

河街道以“前进汶河”为主线全力推进文化汶河 河棋院还开展了国际象棋进校园活动，通过在
工作，开通了旅游线路，开发了文化产品，成立 吉得堡奥都幼儿园建立国象培训基地，该幼儿
了大师工作室，推出了非遗文化展示中心，出版 园中班和大班的全部孩子都免费学起了国际象
了“诗画仁丰里”，开讲了名人讲名城，设立了汶 棋这一国际通用语言。
河网站等，受到了广大居民和游客的好评。运河 要苗子更要普及
棋院汶河分院的进驻为汶河街道打造文化汶河
让社区居民收获快乐
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江苏棋院副院长、象棋
运河棋院的负责人介绍，运河棋院是扬州
报业传媒集团大文化产业的一个新兵，也是报 国际特级大师徐天红表示：“省棋协培训基地落
业集团体育产业的一个先头兵。运河棋院成立 户扬州，我们不仅仅要从扬州选拔好苗子进入
以来，秉承“一手抓培训，一手办大赛”的宗旨， 省队，更重要的是通过基地的落户，加大棋类活
坚持“产业与公益并重”的原则，致力于推动扬 动在扬州的普及。”
省棋协培训基地揭牌和运河棋院汶河分院
州棋类事业的普及与提高。“今天的棋类进社
区就是要把棋类的乐趣带到广大的居民中 的成立，以及三家社区服务站的授牌仪式在同
一天举行又有着特殊的意义。徐天红表示，社区
间。”
据了解，除了推动棋类活动进社区之外，运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省棋院和运河棋院有

中国创谷
创业峰会昨落幕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莉 记者 陈
高君 ）昨天下午，以“创享未来”为主

题的中国创谷创业峰会在广陵新城
拉开帷幕，近 500名创业先锋参与。
峰会现场，前阿里巴巴游戏行业掌
门人、现米谷科技 CEO吴丹枫女
士，现场与众多创业者一起分享了
自己的创业经历；而被众多媒体誉
为“中国领导力教母”、国内知名上
市公司最年轻的集团总裁谭小芳女
近日 ，市区义工联盟的人员 ，在四望亭社区摆放了 4 个旧衣服回收箱 ，
士，也在现场为创业青年们上了一 以方便居民捐献衣服
。 义工定期来取衣服 ， 并进行消毒 、 分类 、 包装等 ， 根据
堂生动有趣的创业培训课。
需要捐赠到困难地区 。 不能用的进行废物集中销毁 。 刘宝珠 惠宇 摄

环保精木板
登陆扬城
本报讯 记者 杨婉

不少木工
板甲醛含量超标，让人大伤脑筋。昨
日，一家声称不含甲醛的精木板销
售商家登陆扬城，在绿地国民装饰
城正式对外营业。据介绍，精木板不
仅可以替代细木工板、指接板、多层
板等作为内装饰基材使用，还可以
进行门头造型，创意制作、镂空雕刻
等，拓展了木工板在装饰装修领域
的应用范围。
据宝源无醛精木板扬州总代理
负责人介绍，精木板在欧美发达国
家主要用于轻型木结构房屋的建
造，由于其良好的物理结构特征和
卓越的环保健康特性，在国内被广
泛地应用于公共和家庭室内装饰装
修工程，成为高端装饰装修工程标
志用材之首选。
对方介绍，在精木板素板的基
础上，公司还采用无甲醛制造的中
密度纤维板、实木皮、三聚氰胺纸、
环保水性漆等材料，经过多道加工
工艺，生产出近百种精木板系列产
品，产品环保健康、工艺独特、色彩
丰富、规格齐全、种类繁多。宝源精
木板及系列产品共获得 21项国家
专利，能满足客户各种需求。
（

）

琼花是扬州的市花 ，又称 “聚八
仙 ”，4 月中下旬开花 。 昨天 ，在五台
山大桥南的琼花园看到 ， 几株琼花
树枝头上 ， 已有琼花盛开 ， 一展芳
容。
惠宇 摄

着不俗的软实力，棋院与社区两者的结合必将
是双赢的结果。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发掘好的
苗子并输送到省队，但这并不是最大的意义所
在。我们要做的更重要的工作是普及棋类活动
在社区的开展，让社区居民通过对弈感受棋类
文化并收获快乐。”
运河棋院的负责人也表示：“ 举行江苏省
棋类运动协会培训基地和扬州报业传媒集团
运河棋院汶河分院的揭牌仪式，举行运河棋院
社区服务站授牌仪式，目的是与汶河街道的社
区共同打造棋类活动的平台，为社区的居民和
孩子们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服务。作为江苏省第
一家媒体兴办的棋院，我们有责任为扬州的棋
类事业尽一份力，也有义务为我们社区的居民
和孩子们尽一份心。”
记者 束亮

天热了 新口味冷饮上市了
18元/支的手工冰激凌您会买吗？
原料降价，今年批发冷饮一箱能便宜 1—2元
近日随着气温回升，扬城街头及
小区附近的多家冷饮批发店已经开
门营业，各品牌的冷饮新品也已经上
市，香菜草莓味、樱桃味、老麻酱味等
新口味让不少市民耳目一新。记者还
了解到，今年扬城最新的冰激凌品种
为韩版的手工无添加冰激凌，售价为
18元 / 支，不少市民大呼奢侈。

各品牌冷饮新品上市

昨天，记者走访多家大型超市和
小区周边的冷饮批发店了解到，随着
气温回升，冷饮批发店已经挂出招牌
或开门营业。
文昌中路一家冷饮批发店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各个品牌都推出
了新产品，香菜草莓味、樱桃味、老麻
昨天本报报道了“古琴与养生” 酱味等口味的冷饮已经出现在大润
讲座演出活动后，引起了扬州及外地 发、沃尔玛等大型超市的冰柜里。浙
琴友的关注，昨天一天就有数十人打 江五丰冷食有限公司苏中销售分公
探活动相关情况。其中，广陵琴派非 司阮元峰告诉记者，由于奶粉、白糖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正海与本报 等原材料降价，今年的冷饮价格相对
记者联系，预订 20张入场券。
往年有所下降，“ 单独购买时可能差
友情提醒 ： 对古琴感兴趣的市民， 别不大，但是论箱批发时，价格会便
即日起可以报名登记，报名电话为： 宜 1—2元 / 箱。”
87364609、87086620、13815821880、
韩版手工冰激凌抢眼
15952742826、87615269，4 月 18
日左右开始可领取“古琴与养生”讲
记者走访发现，京华城、三盛广
座演出活动入场券。本报读者可凭本 场、时代广场、力宝广场等地的不少
版报道免费领取入场券，共 100张， 手工冰激凌也非常抢眼。
领完为止。
“这是冰激凌吗？看起来好可爱

本报特别策划

“古琴与养生”
讲座演出受捧
各地琴友纷纷组团报名
本报讯 （记者 陶敏 ）本报与扬州
市文广新局、扬州市文联主办，扬州
市非遗保护中心协办，扬州市广陵区
文化新闻出版局、扬州天音古琴艺术
交流中心承办的“古琴与养生”讲座
演出活动，受到扬州及外地琴友的关
注，昨天就有数十人打探活动相关情
况。
4月 25日，扬州市街南书屋国
学馆将举行“古琴与养生”讲座演出
活动，中国琴会会长龚一届时将与扬
州中医院殷鸿主任、中国古琴学会副
会长马杰、扬州文化名人戈弘，为大
家分享古琴、中医的养生之道。

啊！”昨天，记者在壹号潮流蝴蝶家饰
品店门口的一个冰柜里看到有不少
这样的韩版冰激凌，不少年轻人都想
买一支尝尝，“18元 / 支，大小跟普
通冰棒差不多，味道很不错。”
“是我和我妈妈自己做的。”老板
张娟告诉记者，这种手工冰激凌不放
任何添加剂，当天做、当天卖完，每天
吃的都是新鲜的。推出一星期以来，
卖得很火，每天做的都能卖光。
18

元/支，你会买吗？

记者留意到，超市销售的普通冷
饮的价格在 1.5—3元之间，中档的
冷饮也就每支四五元。而这种韩版手
工冰激凌分量小，价格却要 18元 /
支，真的会有人吃吗？
记者随机采访市民发现，这种冰
激凌主要受到年轻女孩和年轻家长
的喜爱，“ 现在给孩子吃的东西我们
都特别小心，这种手工做的没有增稠
剂，而且是当天做的，我也比较放
心。”一位 80后妈妈吴女士表示。
不过，也有不少中年父母表示不
能理解。“18元一支，价格太高了，最
多偶尔尝尝鲜。”
据了解，这种手工冰激凌的模具
为 380元 / 个，每个模具只能做 8支，
每天每个店的产量仅为 200多支，
“模
具本身成本比较高，我们也不敢多买，
因此每天供应量有限。”记者 屠明娟

新顺水楼关门，团购券去哪兑付？
五月转型龙虾城 仍可继续用

近日，市民孙先生向本报求助， 晚，他在美团网购了 8张 888元价值 探访发现，该店的确已经人去楼空。 月就已经到期了，因为房东把房租涨
位于四望亭路的新顺水楼关门了，但 1280元的套餐，实际消费 7桌，剩余 周边居民告诉记者，上个月这里举行 了一倍，但是餐饮行业又不好做，我
是他手上有一张该酒店工作人员手 一桌凉菜 200元，他现场结算，剩下 了一个拍卖。
们就一直在协商。”
写的 888元消费单，该去哪里兑付 一张 888元的美团团购套餐，限在 “3月底的时候，这里的确有个拍
今年年初，因为双方协商没有进
呢？为此，记者辗转找到新顺水楼的 2015年 3月 20日前消费。
卖会，卖了不少饭店厨房用的机器。” 展，他决定暂时停业，将所有工作人
老板了解到，此前因饭店内部调整暂
孙先生介绍，当时他进店消费 家住附近的张大爷告诉记者。
员的工资结算清楚就关了门，最后通
时停业，目前调整已经结束，正在招 时，将 8个消费码全部给了店家，店
记者在走访餐饮业内人士的时 过双方的多次协商，房东作出让步，
聘，15日将会进行重新装修，预计五 家已经在美团网全部确认消费了， 候发现，在他们的朋友圈中出现了 双方将合资经营，“ 这个月 15日，新
月份转型龙虾城，重新开业。而孙先 “工作人员提醒，我可以现金结算把 “扬州餐饮航母重新启航，顺水楼大 顺水楼要进行装修，预计 5月份重新
生的消费单或是与孙先生情况类似 剩余一桌的凉菜打包带走，然后下次 酒店现招兵买马”的消息。随后，记者 开业，主要开第一层，请盱眙的知名
的市民，也可以在重新开张后，继续 来消费时，还给我按套餐上一桌整 拨打了新顺水楼朱老板的电话。“我 大厨到这里来做龙虾。”
前往消费。
菜，并且写了这张单子给我。”
们的确停业了，但是没有破产，拍卖
朱老板告诉记者，“对于孙先生
今年
2月，
孙先生去新顺水楼大
的确有，
是本地的一个同行借了我们
未消费的团购券，等我们重新开业
市民求助
已经关门了。
的场地。”
后，他仍可来消费。同时，其他市民如
酒店关门，团购券怎么办 酒店消费时发现，
朱老板告诉记者，今年
1月
2
0
果有同样的状况，只要确实是我们店
店家说法
“新顺水楼关门了，我的美团团 没有破产，
日，
新顺水楼大酒店就已经关门停业
开出的单子，
也可以继续来消费。”朱
5 月将重新开业 进行内部整顿，主要原因是房租，
购券该怎么办？”近日，市民孙先生向
“其 老板表示。
记者 屠明娟
本报求助时表示，2014年 4月 27日
随后，记者前往新顺水楼大酒店 实，房子的租赁合同早在 2013年 6

速度与激情 7》XD 巨幕厅 3D 10：00 12：30 15：00 17：30 20：00 22：30
速度与激情 7》6D
11 ：30 14 ：00 16 ：30 19 ：00 21 ：30
速度与激情 7》3D 10：30 11：00 12：00 13：00 13：30 14：30 15：30
16 ：00 17 ：00 18 ：00 18 ：30 19 ：10 20 ：30 21 ：00 21 ：40 22 ：00 23 ：00
《 速度与激情 7 》
18 ：10 20 ：40
《 王牌特工 》
11 ：10 13 ：30 15 ：50 22 ：40
《 战狼 》
10 ：30 12 ：20 14 ：10 16 ：00 17 ：50 19 ：40 21 ：20
《 咱们结婚吧 》
11 ：00 13 ：20 15 ：40 18 ：00 20 ：20
《 魔法总动员 》3D
10 ：10 14 ：00 17 ：30
《 特功明星 》3D
10 ：20 12 ：10 15 ：40
2015 年 4 月 1 日 -4 月 30 日 ， 周日现金购票半价优惠
（ 国家法定重大节假日期间除外 ）
喜满客影城 APP 手机终端 ：安卓版 、iphone 版全面开通
喜满客影城网址 ： www.cinemark.com.cn
喜满客影城微信平台 ：扬州喜满客影城
喜满客影迷 QQ4 群欢迎您的加盟 ：387031934
如有改动 ，请以店堂现场公告为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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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与激情
全景声巨幕厅 6Ｄ 动感厅纷呈奉献
——
— 视觉与听觉的极致享受
速度与激情 7》（3D 中文 ） 11:00 13:00 13:30 14:00 15:30
16:00 16:30 18:00 18:30 19:00 20:30 21:00 21:30
《 速度与激情 7 》（3D 原版 ） 10:15 12:10 13:15 13:45 14:15
《

14:30 15:45 16:15 17:00 18:15 18:45 19:30 20:15 20:45
21:15 22:00 23:15

《
《
《
《

速度与激情 7》（6D 原版动感 ） 12:30 15:00 17:30 20:00 22:30
战狼 》3D
10:30 12:20 14:40 17:40 19:10 22:10
咱们结婚吧 》 10:00 12:40 15:10 16:40 19:40 21:10 22:45
魔法总动员 》2D（动画 ）
10:20 12:50 16:45 18:25
《 速度与激情 7 》 3Ｄ 中文 + 《 暴疯语 》+ 《 三更车库 》 夜 12:00
三片通宵 票价特惠

工人 影城

今日上映
速度与激情 7》3D 12:30 14:00 15:00 16:30 17:30 19:00 20:00
战狼 》3D 12:15 14:45 16:45 17:45 18:30 19:30 20:30 21:30
咱们结婚吧 》
13:15 21:15
王牌特工 ：特工学院 》
15:30
特功明星 》3D
13:00
今日现金购票七五折优惠 ，学生凭证购票三八折优惠 ，工会会员
及现役军人凭证购票五六折优惠 ， 欢迎惠顾 ！
影讯热线：13082570000 87342531 地址：文昌广场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