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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通南北，串起了张先生的居
家和工作。“右拐上高架，下高架左
拐。”张先生说，他每天的生活都与龙
江高架相关。10 年前，龙江高架一通
车，他就将家安在了钟楼区飞龙西路，
现在去武进上班，走高架只要 20 分
钟，比原来省了一半的时间。

2008 年 9 月，作为常州市的第一
期高架，龙江高架建成通车，钟楼也正
式迎来“高架时代”。10 年来，钟楼的
交通日新月异，龙江高架就像一条城
市“主动脉”，周边道路纵横交错，让钟
楼变得轻盈又舒畅，并促使了钟楼的
跨越式发展。

宜行，高架让出行越来
越方便

诸亚峰是交警支队高架道路大
队直属中队中队长，作为亲历者，他
深刻感受到了车流量在 10 年间的
直线上升。

诸亚峰负责高架的交通巡逻任
务。“去年常州汽车保有量达到 126
万。”诸亚峰说，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私家车已经进入千家万户，高架
成为市民出行优先选择的道路。

“但10年前刚通车的高架是另一
个样子。”他回忆，2008年龙江高架通
车时，车辆还很少。“当时龙江高架周
边还比较荒凉，市民也很难理解为什
么高架要修在田野上。”然而随着经济
快速发展，高架出行的必要性逐渐显
现。

“2013 年 10 月是一个分水岭。”
诸亚峰说，高架环通后，车流量有了较
大的提升。“当时高架车流大约 20 万
辆次，此后每年都在增加。”他告诉记
者，原来定义的晚高峰时段在 5 点 30
分左右，随着车子越来越多，现在陆
续推移到 6 点 40 分左右。“当前全市
道路交通高峰小时流量已达 15 万

辆，高架道路交通高峰小时流量达到
4.6 万辆，承担了全市 30%的交通通行
压力。”

“龙江高架把南北打通，同时也是钟
楼新老城区的交界线。”龙江高架开通
对缓解城市交通拥挤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能分担原本需要穿越城市核心
区的南北长距离交通，另一方面能有效
分流来自长江路、怀德路、通江路的过
境交通量，尤其是长江路与勤业路，大
大减轻了核心区交通压力，方便市民出
行。“现在，常州市高架日通行 60 万辆
次，其中，龙江路高架道路每日通行机
动车流逾 10 万辆次，而钟楼段是最繁
忙的路段之一。”

宜居，高架周边配套越来
越完善

林芳是勤业一村社区的一位社工，
2011 年，她跟随丈夫从新疆到常州定
居。“最先，我们在绿地世纪城买了一套

房，后来有朋友在龙湖买了房子，我们又
买了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林芳表示，刚
开始买房还真有些犹豫，因为当时高架
周边人口并不密集。“不过我当时也是想
着在高架边，以后出行一定更方便。”让
林芳高兴的是，近十年来，小区周围的设
施越来越齐全了，生活也更加便捷。

从最初的青枫公馆、绿地世纪城到
圣巴塞耶、景瑞曦城、雨润城，香悦半岛、
龙湖的崛起，到如今刚开盘的金茂府、棠
颂，10 年之间，高架两旁的住宅区域迅
速集聚。住宅板块的生长，更是带动医
疗、教育等板块的配套建设。

一条横空而过的高架，是钟楼新老
城的生长线，从居民区到商业区，再到钟
楼开发区，钟楼重心西移，因为交通的便
捷，让城市更有张力。

9 月 28 日，龙湖天街正式开街，成
为常州西面最繁华的板块之一。龙湖天
街位于龙江路高架与勤业路核心交汇
处，紧邻钟楼区政府，拥有 20 多个中高
档小区、4 所高等院校、2 座城市级公

园。预计项目 3 公里内辐射人群 40 万，
5公里内可达到70万。

从中心城区的莱蒙都会商业街、吾
悦国际广场等商业综合体到如今运河边
商业综合体的多点开花：青枫公园附近
的宝龙广场，12 万平方米的大型综合体
龙湖天街⋯⋯城市高架的顺利开通，到
如今高架流量的大幅增长，带动了周边
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论是商业综合体的
升级，还是住宅区域的密集成长，都给钟
楼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宜人，钟楼生态环境越来
越优美

“高架就像一条彩色霓虹，而桥下就
是绿色的绿化走廊。”住在高架边的宋阿
姨，夜晚喜欢在高架下的绿地边散步。
她说，现在高架周边的小公园很多，绿化
越来越漂亮，环境也干净美丽，早晚走一
走，看看各种绿植，感觉很舒畅。“既现代
又悠闲，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环境。”

随着高架的延伸，近年来钟楼的生
态“底色”也越来越鲜亮。”黄阿姨则更
是一位散步达人，她戏称自己是名“花
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出去
散步，看看各式各样的花特别开心。”黄
阿姨和记者说，她特别喜欢钟楼的绿化，
公园也特别多。青枫公园、荷园、童子河
湿地公园⋯⋯“一般早上我会沿着运河
散步去菜市场买菜，或者去超市看看。
下午在三堡街附近打牌，吃过晚饭后，也
会和老伴到高架下面做会儿运动。”黄阿
姨说，就连高架桥墩的绿植她也很喜欢，
绿色的藤蔓仿佛瀑布般倾泻而下，边上
的各种健身设施也很全面。

“高架快速度，运河慢生活”，高架
10 年，钟楼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沉沉一线穿南北”，龙江高架不断完
善着钟楼的城市地图，绘就着钟楼人的
宜居梦想。

王可人/文 陈暐/摄

龙江高架十周年：生活这样改变

乍听土家人菜馆的名字，会以
为是普通农家菜或土菜馆，但仔细
瞧上菜单，才发现是一家土家族人
开的菜馆。锅巴小炒肉、蚂蚁上树、
麻得跳、稻草鸭⋯⋯这些都是正宗
土家菜。

今年 47 岁的黄拥富是土家人
菜馆的老板，2001年他跟随家人从
重庆来到常州打工，从工地搬砖到饭

店帮厨，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几经辗
转，黄拥富在西新桥二村拥有了自己的
饭店，一家只做家乡菜的土家族餐馆。

“餐饮一定要有特色。”这是从业十多年
来黄拥富不变的理念。稻草鸭、昆虫入
菜等都是土家族独有的特色。

“稻草鸭是我家传的土家菜，算起
来我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一道稻草
鸭，土家人菜馆开业 13 年来，经久不

衰。黄拥富的老家位于重庆、湖南、贵
州、湖北四省交界处，是全国土家族最
集中的地方。“过去特殊的情况，这道
菜得名土匪鸭，后来我改名叫稻草
鸭。”他说，“从前我的祖辈因为这道鸭
得以在乱世中生存下来，现在这道鸭
也成为菜馆的‘镇店之菜’”。

土家人的稻草鸭区别于江浙菜系
中稻草鸭的烧法和口味。腌、晾、卤、
炸等 12 道工序，使得鸭肉外皮酥脆、
肉质软嫩，淡淡的稻草香更是让人味
蕾大开。“千里迢迢到土家，只为品尝
一口鸭。”黄拥富介绍，餐馆的鸭子全
部选用安徽麻鸭，口感香嫩。洗净后
用香料将鸭肉捏松、码匀。“香料由八
角、小茴、香叶、豆蔻、山奈、花椒等二
十几种组成，翻炒使得味道更加柔和
香浓。”黄拥富说，揉鸭这道工序起码
需要四五十分钟。“力道要恰到好处，
既要入味又要保持鸭肉弹嫩的口感。”
接着，风干两日后用油卤小火炖两小
时。“卤水，是稻草鸭制作的精华。其
中会用大量稻草铺底，增添香气。”最
后，鸭肉再由六成油温油炸，减少表面
油分，使得入口更爽脆。

蚂蚁上树也是一道黄拥富引以为
傲的镇馆菜。不同于川菜中的粉条肉
末，深山野生黑蚂蚁与炸得松脆的土

豆丝构成了这道“实实在在”的蚂蚁上
树。“这道菜也是我家独有的。野生蚂
蚁原料从老家空运过来，营养丰富，有
些食药同源的意味。”同样，锅巴小炒
肉也是土家人独有的特色菜，以杂粮
粉制作的大锅巴做菜盘，内盛香辣小
炒肉。锅巴嘎嘣脆，小炒肉肥肉相间，
自制老坛酸萝卜更增添了其间风味。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爱群居，住吊脚楼。所建房屋多为木
结构，小青瓦，花格窗，司檐悬空，木栏
扶手，走马转角，古色古香，这也是客
人 走 进 土 家 人 菜 馆 的 直 观 感 受 。
2006 年黄拥富将门店搬到了西新桥
二村。“最先门店在自家院子里，门面
比较小，后来排队的客人实在太多，便
搬到了现在租的门店，店里的装修全
是我设计的。”黄拥富笑着说这也是
自己表达乡情的一种方式。自己想吃
家乡味，也想让更多人品尝到他家乡
的味道。

“常州做土家菜的就我一家，现在店
里的客人好多都是十几年的老客人。”尽
管新店已经营业了两年，原来院子的老
招牌黄拥富还没有取下来，“怕客人找来
不认识了，就是念这份情。”对他来说，这
些食客已成为了自己的亲人。

王可人/文 姚福达/摄

土家人：用食物留住乡情

一年一度的秋收到了，稻田一片金黄。近日，学生们纷纷来到邹区镇佳农探趣休闲生态园，参加秋收割稻社会实践活动。孩子们一起割稻、捆稻，摔稻脱谷，用风车
扬谷，收获的欢笑洋溢在他们的脸上。 卞趾成 郑冰茹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0月29日，钟楼—镇
坪卫计协作工作推进会暨第二批赴
镇坪支医工作欢送会在西林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由时秀芬、
屠亚军、潘亚峰 3 人组成的钟楼卫
计第二批支医团队，将于 11月远赴
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开展为期1年
或1年以上的支医送卫工作。

就推进落实好下一阶段镇坪扶

贫协作，会上要求从四个方面精准对
接，全心、全情、全力融入扶贫协作，深
化扶贫工作的有效推进：统一思想，提
振扶贫工作的紧迫性；摸清所需，细化
扶贫工作的针对性；立足所能，拓宽扶
贫工作的延展性；加强互动，提高扶贫
工作的实效性。同时，强调各派出单位
要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好、保
障好、扶持好”支医志愿者。（薛原）

钟楼第二批支医团队
将赴陕西镇坪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和
常州市关于售电侧改革相关文件精
神，积极引导企业进入电力交易市场，
降低用电成本，近期，经信局分三批组
织2019年度售电侧改革推介会，全区
近100家重点用电企业参加。

会上，经信局进行了法规政策
宣讲，重点围绕政策背景、企业准入
模式、操作流程等方面进行讲解；钟

楼区售电企业华润电力对电力交易的
具体操作程序、竞价方式、考评标准、
合同签订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与会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售电
侧改革，与经信局和华润电力进行了
互动交流。通过此次会议，企业进一
步掌握了售电侧改革政策，下一步，将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售电公司签
约，享受改革红利。 （王勤根）

钟楼经信局组织售电侧改革推介会

本报讯 10 月 25 日下午，钟
楼开发区商会走进江苏洛克电气有
限公司开展以“坚定理想信念凝聚
商会力量”为主题的理想信念教育
实践活动，进一步弘扬优秀企业家
精神，为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
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江苏洛克电气有限公司、常州

格力博有限公司、常州红梅乳业有限
公司等 17 家商会企业共 50 余名企业
家参加了此次活动。企业家们参观了
洛克的生产车间，并对企业的发展、成
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表示通过此
次观摩考察、标杆学习、重新思考，有
利于改善经营，开展对标工作，最终实
现流程再造，成就卓越。 （房婷）

钟楼开发区商会
开展理想信念实践活动

本报讯 10 月 25 日，台商林
东如一行考察钟楼区现代农业产业
园区。

林东如一行先后考察了江苏
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常
州佳农探趣休闲生态园，了解常州

农业产业的现代经营模式、园区规划
和目前发展概况以及园区招商条件
等，对钟楼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状
况连连称赞，并有意向将台湾休闲观
光农业注入园区，参与园区发展和分
享成果。 （朱建梅）

钟楼区台商考察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10 月 26 日下午，人民公园广场
热闹非凡，“回眸 40 年 拥抱新时
代”暨第二届南大街街道企业退休
人员文体节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150 余名企业退休人员参与了活动。
南大街街道各类业余文体团队获奖作
品进行了精彩的演出。

徐燕/文 孙歆雅/摄

本报讯 10 月 30 日上午,由
常州市美德基金会、常州市义工联
合总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常州市
分公司联合发起的“黄手环行动”启
动仪式在钟楼区荷花池街道红荷文
化服务中心举行。

据悉，我市目前约有5万阿尔兹
海默症患者。“失智老人”走失启事街
头频现，寻找亲人的求助信息也是频
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黄手环可内
置患者姓名及家庭主要成员的联系方
式、日常用药等基本信息，将成为失智
老人找到回家的路的最后一张指路

卡，家人找回亲人的最后一线希望。
本次行动第一期将面向我市阿

尔兹海默症患者（老年痴呆）、儿童孤
独症（自闭症）等病症的易走失人数，
发放 2 万个黄手环，市民可前往全市
129 个邮政网点免费领取。接下来
市美德基金会、市义工联、常州邮政
还将积极开展广泛的社会宣传，为
他们创造一个友好的社会环境，增
进社会对“失智老人”的了解、理解
和帮助，积极促进公共政策的改善、
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大力弘扬慈孝
文化。 （姚福达 何咏琪）

爱心黄手环 温暖回家路

寻味钟楼寻味钟楼

本报讯 10 月 24—27 日，由
区领导带队，区委组织部、区科技
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等一行赴成
都参加了“龙城英才计划”推介会。

此次推介会，钟楼区现场对接
人才项目 8 个，部分项目与相关载
体达成了初步申报意向。推介会系
列活动期间，区领导一行还专程走
访了成都锐理数据处理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等 3 家高新技术企业。双方
就数据导航服务、智慧物流服务、高
速光模块技术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并达成多项共识。区领导就钟楼独

特的区位优势、方便快捷的交通优势、
优良的生态优势、基础雄厚的产业优
势、突出的政策优势等方面作了重点
介绍，并诚邀企业家们到钟楼考察，加
深合作。

推介会结束后，钟楼区人社局一
行还组织了 8 家重点企业参加了“名
校优才引进计划”成都地区高校常州
专场招聘会，共提供 36 个工种、215
个岗位，初步达成意向毕业生473名，
实现了“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发
力，为钟楼区企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了智力保障。 （朱云捷）

钟楼赴成都引进名校优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