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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走在南市河边的老石板上，映入
眼帘的是粉墙黛瓦、小桥流水，老街深
巷处的墙面和门窗还透出些许历史斑
驳，一幅江南水乡、运河人家的美好生
活画卷正徐徐展开。作为为民办实事
重点项目，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整治
工程将于 6 月底完工，城市微改造的
形式既让老城区焕发新颜，又保留了
居民原汁原味的生活风貌。

城市微改造：
老城区焕发新颜

69 岁 的 何 焕 明 家 住 胜 利 巷 24
号，他从一出生就住在南市河边的老
房子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原住民。
老房虽然算不上危房，但因年代久远
漏水等小问题不断，看上去还有些破
旧。

何焕明所居住的这片区域，就是
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它位于常州大
运河文化带核心区先导段，与周边青
果巷、篦箕巷串联成珠，是传承发展运
河文化的重要载体。该街区东至中新
桥，南至南市河，西至公园路，北至青
果巷，共有 270 户居民。房屋类型复
杂，既有公房也有私房，既有住宅也有
临街商铺，既有普通民宅也有历史文
化遗存。

“这个片区的房屋陈旧，甚至出现
倒塌，同时基础设施条件差，污水直排
南市河，老百姓要求改造的意愿很强
烈。”据南大街街道经发中心主任白晋
涛介绍，去年，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
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的整治工作提上
日程。经过前期准备，去年8月，南市
河微改造项目正式启动，不仅进行了
屋顶整体翻新、外立面粉刷、门窗修缮

等，还增设了绿化、小品景观。为了便于
居民出行，还重新铺装了步道，并另外打
通了一条通道。在市政设施上，铺装了
排污管道，电、自来水、燃气也接入了街
区。

“活态”化保护：
原住民全部保留

日前，记者来到仍在施工的南市河
历史文化街区，站在桥上放眼望去，一排
江南水乡的特色建筑矗立在南市河边。
走近细看，临河的步行通道变宽了，还有
新建的连廊可供休息。现场，工人们正
在抓紧时间安装屋檐上的灯。

记者走到何焕明家门口，发现他家
的大门换上了有年代感的石库门，窗户
换成了中式花格窗，窗户上面还特意加
装了仿古批檐，一座普通民宅变成了颇
具历史美感的老宅。他家门口还新建了
一处园林小品，打开门就能欣赏到美
景。看到自家房子和街区环境的变化，
何焕明高兴不已，“现在有了大户人家的
感觉。”

“通过科学研究，微改造从工艺和形
式上都保证整治和更新符合常州传统民
居的做法，体现真实的建筑传统，所以改
造前后的变化挺大的，形成了比较完整
的建筑风貌。”白晋涛说道。

目前，房屋外立面翻新以及道路整
修工作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最后的管线
铺装等，预计到 6 月底工程全部完工。

“对原住民的保护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的重要内容。”白晋涛表示，为了保护原
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实现“活态”保护，
此次南市河微改造保留了所有原住民，
等工程完工后他们都将回迁，再现运河
人家的风貌。

非遗文化：
留住城市的记忆

南市河文化历史街区拥有丰富的文
物资源，现有各级各类文保点 27 处，包
括全国重点、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
及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对于
这些文保单位的保护和还原，也是此次
微改造的重点内容。

位于胜利巷21号的清代民居龚宅，
2012 年被列为市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由于房屋部分檐柱、椽桁腐烂断裂，屋面
漏雨渗水，屋主主动联络文保部门，了解
文物建筑修缮要求，并聘请具有相关资质
的公司设计修缮保护方案、进行施工。胜
利巷41号共有3层，修缮前二楼以上全部
坍塌，一楼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通过此次微改造，该栋房
屋得以全部复原，展露新颜。

近年来，南大街街道一直坚持文化、
商业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发展理念，南
市河历史文化街区位于老城厢中心城
区，又紧邻传统的商业街，历史文化与
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实施微改
造后，南市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
文化底蕴，将与非遗文化有机嫁接，让
运河人家风味再添“非遗+”，帮助城市
留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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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南市河再现运河人家

南运河马公桥到藏书桥段，是
1.2 公里滨水生态慢行步道，有 1.8
万平方米绿地长廊。四五年来，在
不同季节、不同时段，从马公桥南堍
进入，从繁华走进安宁，从喧闹融入
幽静。沿南运河东岸向南，走过河
阳花苑、秋水云庐、朗诗国际、上书
房等小区，绿树掩映的小径尽头是
藏书桥；沿桥向北过小草坡，在南运
河西岸步行，经格兰艺堡、香江庭
院、百大康桥等小区，再回到马公
桥，恍如从悠长的梦中醒来⋯⋯

南运河慢行系统，是常州市、钟
楼区在生态绿城建设和保护古运河
行动中打造的水陆连通、水岸交融、
具有特色的一条慢行步道。其中马
公桥到藏书桥段，是南运河慢行步
道的精华。

这是一段可以追溯的运河记
忆。几经改道、现全长 17.3 公里的
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支流，历史
基本等同于最早的运河。南运河又
名西蠡河、浦阳溪、常溧漕河，位于
常州城西南。据《吴中水利书》《方

舆纪要》等史籍记载，是春秋时期（周
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国大夫范
蠡为伐吴而所凿。宜兴段为东蠡河，
常州境内南运河在宜兴以西，故称西
蠡河，南经塘口入滆湖，北在南运桥与
大运河交汇。南运河穿越千载时空蜿
蜒而来，书写一卷漫长、厚重的历史。

这是一片诗意栖居的百姓家园。

南运河历经沉浮，唯有河水长流，滋养
两岸百姓。昔日粉墙黛瓦房屋矮小，枕
河人家生活逼仄；而今居住文化延续，
生活方式拓展，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临河而建的高层小高层公寓、花
园别墅造型简洁、美观，颜色为砖红、明
黄、雪白、瓦灰、褐色等，色彩丰富、大
气。人们居高楼大厦中，浸润人文气
韵；住别墅花园里，享受安逸生活。其
中上书房外墙白、灰、黑相间，清新、雅
致，具有中华古典美、江南韵味。

这是一道草木葳蕤的绿色回廊。

一条南运河，变成景观河；两条绿荫
道，改变城市生态。它是封闭的，以河
流和树木拉开与喧哗闹市的距离；它
又是开放的，周边小区都有边门直通，
几座桥堍以及长江中路、北沿街、新华
路、荆川北路、云祥路、德运路等皆可
进出，四通八达。一年四季，树竹摇曳
清凉，鸟儿林间啼鸣，花朵路边缤纷。
常见树木有玉兰、香樟、银杏、月季、梅
花、桃花、海棠、桂花等数十种甚至上
百种。

这是一座生机勃勃的休闲乐园。
白天相对安静，只有几个孤独而执着
的垂钓者；清晨和晚上，好不热闹：空
地上一群人打太极拳、一帮人跳广场
舞，音乐声音，此消彼长；岸边听越
剧、唱锡剧的大妈，桥下吹萨克斯的
中年男人，互不相扰，各得其所；一个
人自得其乐，夫妻二人、一家三口、新
朋老友或陌生人在一起聊家长里短；
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有推着轮
椅上老人的一家子；百大康桥附近还
有唱卡拉 OK 和跳交谊舞、扭秧歌的
人⋯⋯欢歌笑语荡漾在河上，河畔洋
溢激情和活力、快乐和情趣。

藏书桥对面的石拱桥是明代文
学家、抗倭英雄唐荆川为恩师陈渡和
乡亲们过河而建的陈渡桥，往南是绿
意盎然、以唐荆川命名的荆川公园；
马公桥北堍是全国第一个慈善主题
公园——爱心公园。运河千年古韵与
现世安稳融合，连接这片区域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艾英文图

南运河畔的绿色长廊

本报讯 为更加有效解决辖区
企业用工需求，畅通求职渠道，5 月
22 日，在做足防疫准备前提下，钟
楼区人力资源市场迎来疫情之后首
场招聘会。

早上 8：30，市场准时开门，“请
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
并进行登记”在工作人员细心引导
下，企业与求职者井然有序依次进
入市场。

首场招聘会受到企业和求职者

的热切关注。市民王师傅一大早就到
市场等候开门。王师傅曾在一家企业
做喷塑工，受疫情影响目前待业在家，
市场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主动为其进
行求职登记，开展岗位推荐。

下一步，区人力资源市场将紧密
结合“保就业”重点工作，全方位提升
市场功能，实现人力资源产业纵向延
伸，人社服务横向覆盖，为辖区企业
和求职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服务。 （承桔）

疫情之后首场招聘会启动

本报讯 日前，钟楼区垃圾分
类宣教中心启用，以不断拓宽垃圾
分类宣传渠道，营造垃圾分类氛围，
普及知识技能。

为响应常州市城乡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2019
年年末，钟楼区在大件垃圾分拣中
心二楼建成一座垃圾分类宣教中
心，作为全区的垃圾分类科普基
地。宣教中心采用数据、材料、图

片、视频相结合的形式直观地向市民
展现了钟楼区垃圾分类工作的进展
情况、实施措施和主要成果。除此之
外，宣教中心还包含了互动游戏体验
区，有迷你版的三色垃圾桶，可以进
行模拟垃圾分类投放的小游戏等，通
过寓教于乐的互动体验，让市民在玩
中学，学中乐，乐中悟，培养大家的垃
圾分类意识。

（赵心怡）

普及知识技能

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启用

本报讯 5 月 21 日，为认真贯
彻落实市委、区委关于“对标找差”
的部署要求，全面对标苏州姑苏区，
学习先进经验、好的做法及创新思
路，南大街街道党政代表团赴苏州
考察学习。

考察组一行进景区、看项目、跑
企业，实地参观了山塘街历史文化
街区、观前社区、百家巷消防指挥中
心、红蚂蚁产业园、平江街道、观前
街“姑苏八点半”项目等地，深入学
习了苏州在经济发展、街区管理、文
化旅游、社区治理、党的建设等方面
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在考察期间，考察组与平江街

道进行了座谈交流，充分学习了解平
江街道在区域经济转型、基层党建、社
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等方面的先进理念
和探索实践。

下一步，南大街街道将全面对标
苏州姑苏区平江街道，从形态、业态、
质态、状态等多维度、全方位学习先进
经验，抢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地铁经
济和夜经济发展机遇，推进省级“高品
位步行街区”建设、全力培育“三新经
济”集聚区、加快推进文旅产业发展和
街区转型发展，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
平，全力打造“龙城第一商圈”，为建设
充满创新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中心城区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孙歆雅）

对标找差 创新实干

本报讯 5 月 22 日，国家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授牌仪
式在常州五星智造园举行。

江苏省工信厅专家与园区企业
代表进行了以结对共建、聚力发展
为主题的座谈会。企业代表指出了
疫情期间自身发展的现状和需求，

省工信厅的专家就企业提出的问题一
一解答，并提出一市一重点平台，建立
优胜劣汰资源池，以数据链引领产业，
推动工业互动化概念，鼓励园区建立
自身服务供需平台，加强园区企业与
企业之间、园区与外部资源的对接，帮
助小微企业稳步发展。 （苏娟）

五星智造园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授牌

本报讯 日前，常州外国语学
校、钟楼实验中学一体化办学评估
结束，向社会交出了第二轮一体化
办学的满意答卷。

自 2017 年 8 月起，钟楼实验中
学与常州外国语学校开始了第二轮
一体化办学，两校在制度构建、课程
实施、学术交流、教师发展、资源共
享上深入融合，日益紧密。近三年
来，钟实中在常外的核心引领下，共
享优质教育资源，教师发展成果非
常显著，尤其是市区五级梯队晋升

呈现质的飞跃，一体化办学卓有成效，
集团化步伐更稳，钟实中声誉鹊起，发
展迅速，充满机遇。

5 月 20 日，两校迎来了第二轮
一体化办学考核评估，专家组成员
根 据 校 长 汇 报 ，随 机 听 课 ，班 子 答
辩，民主测评，查阅台账，教师、学
生、家 长 访 谈 ，团 队 剖 析 中 反 馈 情
况 ，进 行 了 全 面 、深 入 、细 致 的 评
估。专家组认为钟实中发展取得了
显著成效。

(可人 玉珍 邰阳）

常州外国语学校 钟楼实验中学

一体化办学成效显著

或粉或蓝，或紫或红。人民公园
绣球盛开，市民纷纷前来观赏。据悉，
人民公园是常州市绣球最为集中、数
量和品种最多的公园，共有 30 多种
5000 余株绣球，种植总面积达 1000
平方米，花期预计可持续到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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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故事大运河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