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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国土常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公众十佳建言”评选活动落幕

共同绘就常州共同绘就常州20352035蓝图蓝图
□刘懿

近日，“常州2035共同规划”常州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公
众十佳建言”评选结果出炉，10月 22
日在常州市规划馆举行了颁奖仪式。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围绕“城市
愿景、生态保护、品质宜居、城市交通、
特色空间”五大主题征集市民意见，获
得10万余人次的关注，线上线下共收
到建言献策近300篇。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筛选了199篇有效建言，在“常
州2035共同规划”常州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公众参与平台上展示。经过专
家评审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
奖，共 18个奖项，并对公众参与平台
录用的建言者送出常州地铁乘坐电子
卡券。

一等奖：何润炎

二等奖：叶芝英 张秋生 徐赓庭

三等奖：王治国 刘志强 王 琛 张振宇 李 明 姚立宁

优秀奖：陈伟堂 蒋伟杰 崔 勇 李金成 苏志华（颜正源）
金明德 朱 玮 于欣新

常 州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0- 2035 年）的规划期限为
2020-203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规划范围为常州市行政管辖范
围，分为市域、市辖区和中心城区三
个层次，以“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
角中轴枢纽”为城市性质，以“生态
优先、底线管控”“系统思维、区域协
调”“全域统筹、城乡融合”“以人为
本、提升品质”“节约集约、存量发
展”为规划原则。

老城厢怎样进一步改造提升；常
州大运河两岸的工业遗存如何保护
传承发展；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近现
代红色革命文化中，可以提取哪些最
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体现常州文化
的唯一性；轨道交通网哪里还应该加
密……翻阅市民们的建议，既有三言
两语的真知灼见，也有材料翔实、说
理透彻、论证充分的文稿。建言献策
涵盖了城市愿景、生态保护、品质宜
居、城市交通、特色空间等方面。

原常州市规划设计院院长、评
审专家沙春元表示，通过此次活动，
规划部门收集到了很多好意见。在
他看来，城市的发展是一种有机的
更新，而不是生硬的替换。本轮规划
将更注重人居环境的提升，城市品
味的提升，发展质量的提升，引导城
市发展，适应城市发展中不断出现
的新变化，营造大美、创建特色。

行风监督员、市政协城建与人
资环委秘书处处长王晓兰也是评审
组专家之一。王晓兰说，通过这些建
议可以看出，常州市民有很强的主
人翁意识，充分思考了常州有什么、
需要什么、未来怎样发展。

根据常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工作安排，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对此次“公众十佳建言”成果进行梳
理，其中的建设性思路将被纳入规
划编制成果，为走向2035年的常州
谋划发展。

本报选取了“公众十佳建言”的部
分内容，以飨读者。

进一步扩大南大街商圈的辐射
力、吸引力，开创周边夜市、做优特色
街市。促进产业昌兴，营造国土特色
空间。规划好具有现代化缔造能力的
工业园区，让特色中外企业优先落
户。坚持绿色发展，强化生态城市保
护。运河两岸的生态廊道全面布绿，
滆湖（西太湖）、长荡湖地区配建治污
设施。规划增建具体有人文魅力的休
闲活动场所。

何润炎

规划要优化企业落地布局，以排
污程度按“回”字层次，逐步迁址城外，
形成多边线、多框圈的制造业整合融
聚发展。至2035年，常州城市的生态
环境呈“棋盘式”的网格化宜居美景。
全市范围内实现“棋盘式”网络化造绿
布绿，同时“棋盘”上“棋子”要华丽出

彩，“棋子”待规划建造更多节点公园
和特色园林。

叶芝英

保护大运河两岸工业遗存，让其
在新时代发挥新功能；要让常州运河
成为国家公园样板段，将原来运河水
上游扩展成环运河之眼水上游。

张秋生

钟楼区原规划，如夏家大院按原
定计划进行，可否将其规划纳入“常州
2035蓝图”。如规划不能实现，可否
在锁桥湾、石龙嘴一带另觅合适新
址。建议将“大观楼”“觅渡桥”“乡愁·
余光中”三者合而为一。

徐赓庭

恢复一些老街区填没的河道和
桥，布局一批园林小品，恢复钱名山的
寄园，青山桥的止园等历史上消失的

文化记忆。恢复民国前的白家桥桥
梁，沟通中华纺织博览园，连接大成
二、三厂，做活这一片。把新大运河航
道中闲置十几年的孤岛拿出来，引入
山水和现代元素。

王治国

常州市地面空间有限，必须走地
上地下综合利用的路子。建议制定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条例，有关部门
制定行业及专项地下空间管理办法。

刘志强

常州应该向西发展。适度发展乡
镇，提升乡镇活力，让乡镇成为提升城市
综合实力的关键。打通市中心断头路。

王 琛

“四城”愿景：绿色之城，提倡生态
保护。智造之城，以用促产，以产带
用，产用结合，实现社会应用智慧化、

产业升级智能化。文化之城，强调历史
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工业文化的符号性，
注入多元的文化休闲设施，打造“文化走
廊”，“无中生有”挖掘文化背景、文化精
神，为城市建设增加文化内涵。创新之
城，建设富有城市活力的产业带。

张振宇

长江大保护，关停的不能只是沿江
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长江两岸虽
然漂亮了，但是污染还是存在，应该逐步

分阶段关停沿江两公里三公里内甚至更
多的化工企业。希望可以将德胜河两岸
整治工作和拓宽同步进行。

李 明

常州市北依长江、南拥太湖、西邻道
教名胜茅山、中通京杭大运河，未来的城
市目标愿景要充分展示以上地域要素，呈
现常州在全球的地理坐标。考虑从古代优
秀传统文化、近现代红色革命文化中提取
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进行展示。

姚立宁

希望逐步恢复一些原有但已拆除
的常州特有的文化元素的古迹。恢复常
州县学大成殿附属建筑，恢复祭孔典礼
的民俗活动，恢复常州原大观楼、鼓楼、
龙城书院、先贤祠，在钟楼区恢复钟楼
标志。

陈伟堂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对全市各城区的
“烂腰塘”地区（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薄
弱环节、破烂不堪的地方）进行普查，确
立“烂腰塘”地区和街区的城市功能定
位。建议将大庙弄街区定位为“历史文
化街区”。

金明德

《常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
2035）》编制，应围绕 2021 年创建成功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目标，与编制的《常
州市绿地系统规划（2017-2035）》《常州
城市绿化条例》等，一起规划、实施，站在
更高层面统筹。

崔 勇

献计献策，畅想2035

众多“金点子”，将被融入新一轮规划

□周文娟 唐秋冰 胡平

全国抗疫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
庭……武进区前黄镇的孙英家庭拥有多
项全国荣誉。昨天，面对记者，孙英谦虚
地说：“我们就做了一点点小事，社会各
界却给了我们一家这么高的荣誉。荣誉
代表过去，我们要齐心协力更加努力。”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孙英一家，
母女同心，全家上阵，在居家隔离的非常
时期，克服困难，把一批又一批物资寄往
武汉抗疫一线。他们一家的善举，彰显
了普通家庭巨大的爱的力量。

去年2月3日，武汉市青山区行政
审批局下沉青山区钢花村街道的张军丽
在一实名微信群发布求助信息：“谁有口
罩资源？我在武汉，单位急用。”

这条信息，被孙英的女儿朱书阳看
到了，告诉了母亲。

第二天，母女俩一边核对信息，一边
把自家筹备的口罩、雨衣、消毒液、橡胶
手套和酒精等防疫物资，通过快递寄往
张军丽所在的武汉青翠苑社区。要知
道，在当时，这些防疫物资非常紧缺，依
老百姓的话说，这些物资比任何东西都
值钱，有钱都难买到。

2月 8日，一夜难眠的孙英凌晨4
点多就起床了，她组建了一个“彻夜
难眠”微信群，苏鄂联动，千方百计克
服困难支援武汉。紧接着，越来越多
的社区书记被拉进群，并取名“心疼
武汉行动组”，动员热心好友不断加
入。短短几天，80多名武进爱心人士
加入其中，对接武汉市的青山区、洪

山区、江汉区下辖社区，给他们寄去
了各类防疫物资。

从2月12日起，青翠苑等社区不断
收到675公里之外寄来的爱心物资，其
落款均为“心疼武汉行动组”。

随着“心疼武汉行动组”的扩大，
爱心捐赠已不局限于武进，常州、无
锡、扬州、徐州等地的爱心人士也加入
其中，甚至有小学生加入行动组，拿出
压岁钱购买防疫物品捐赠给武汉的两
个社区；江苏名扬三联物业管理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经理钱寿高捐赠了 28
万元物资；无锡市药师协会会长高国
英发动协会成员捐赠医用口罩、医用
手套……一批批捐赠物资飞向武汉的
社区。孙英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爱
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在江苏和湖北

之间架起一座爱心桥。”
除了落实包裹寄送，孙英一家还要

忙着整理、登记、汇总各种资料。
不仅带着家人热心做公益，退休5

年多的孙英还是前黄镇雅韵艺术团党支
部书记，在大家心中，她是基层最美“红
五老”，即党建红标杆、宣传红骑兵、舞台
红主角、关工红奶奶、抗疫红模范。孙英
通过创编视频小品《戴口罩》《居家隔离，
利国利己》《再等等》等作品感染身边的
每一个人，并告诫大家主动隔离在家，做
好自身防护。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今年，孙
英一家又发起支援河南的活动，捐赠的
物资比2020年抗疫时还多，参与的人数
更多。孙英说：“人这一辈子，能做一件
这么有意义的事，我感到很荣幸。”

——记“全国文明家庭”孙英家庭

母女携手，架起苏鄂爱心桥

本报讯（周洁 陈怡婷）记者昨天从常州淹城野
生动物世界获悉，园内首只成功繁育的小山魈“鬼
鬼”即将满月。不久，市民游客便可在动物世界的小
动物幼儿园与它近距离接触。

这只小山魈出生于9月29日，体重1公斤，是个
“女孩”，目前生活在淹野小动物幼儿园的保温箱内。
与同龄普通小猕猴相比，小山魈的力量与食量明显大
得多，目前，小家伙一天要吃6顿奶。饲养员们还会
为它额外准备苹果、胡萝卜、红薯等制作的辅食。

成年山魈因为面部色彩艳丽，过去在民间有着
“鬼脸猴”的别称，小山魈因此取名“鬼鬼”。“它出生
的时候，浑身的皮肤都很粉嫩，我们还开玩笑说是不
是妈妈生它的时候没墨了。最近几天，它才开始慢
慢显出山魈特有的蓝绿色。”动馆部饲养员罗诗昳告
诉记者，淹城野生动物世界原本有2只公山魈、1只
母山魈，其中一对是兄妹，“鬼鬼”就是妹妹与另一只
公山魈的孩子。按出生时间倒推，应该是第一次配
种就成功了。

因为观察到第一次做妈妈的母山魈母性行为较
差，饲养员才决定人工喂养“鬼鬼”。按喂养计划，小
山魈将在6个月大的时候断奶，并视其彼时的生存能
力决定放养时间。记者看到，“鬼鬼”的保温箱里还放
了毛绒玩偶，饲养员解释，这样可以给小山魈营造妈
妈怀抱的安全感。

据悉，山魈是世界上最大的猴科灵长类动物，凶
猛好斗且非常聪明，头大而长，皮肤呈蓝绿色，鼻面
部脊间呈鲜红色。山魈为群居动物，小群落生活，生
性较凶猛，在野外的主要天敌是花豹，但花豹一般只
猎捕雌性山魈和未成年山魈。

市民游客可以在淹野步行区的山魈岛看到
它们的身影。

淹城野生动物世界首只成功繁育的：

小山魈“鬼鬼”将与游客见面

本报讯（舒翼 王富强）家住天
宁区金梅花园的蒋老太去新北区三
井街道的一座庙里上香，回来时走
反了方向，一路走到了江阴。在她
不知怎么办才好时，途经的58路公
交车女司机李玉琴用私家车把她安
全送回了家。

李玉琴说，10月 24日她正好
休息。下午1点30分左右，她开车
带母亲去市里买衣服。途经新北区
龙虎塘与江阴交界处时，看到一位
白发苍苍的老太在向路人求助，说

要回金梅花园，但几名过路群众均
表示不清楚这个小区在哪里。李玉
琴立即上前询问，得知老太姓蒋，今
年89岁，她早上到新北区三井街道
的一座庙里上香，回家时迷了路，走
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李玉琴当即
将老太请上车，表示会送其回家。

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李玉琴
将老太安全送回了金梅花园。此
时，老太的儿媳妇已经报警，并在小
区周边找了好几个小时了。她掏出
钱表示感谢，被李玉琴婉拒。

89岁老太从三井跑到江阴

热心公交女司机用私家车把她送回家

本报讯（谢璞 汪磊）“全民参
与防范，骗子有孔难入。心莫贪，擦
亮眼，绷紧弦，防诈骗。”伴随着朗朗
上口的歌词，10月25日，一群身穿
红色反诈外套的阿姨们在新北区新
龙湖公园广场翩翩起舞。

为推进全民反诈工作，新桥派
出所积极与社区联动，组织网格
员、楼道长、物业工作人员及辖区
热心群众成立了社区反诈宣传
队。队员们统一穿着的红色外套
上，印有“不轻信、不转账，遇事拨
打110”的字样，社区民警定期对
队员进行系统的反诈知识培训，增
强队伍的理论水平。

广场舞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

一种活动形式，考虑到社区反诈宣
传队中中老年人较多，新桥派出所
将反诈宣传和广场舞结合，创新编
排了反诈广场舞。

“现在群众对传统的宣传形
式已经有些麻木了，我们必须不
断创新宣传方式，增加反诈宣传
的记忆点。”新桥派出所副所长
顾鹏峰说，“通过广场舞的形式，
使居民群众在锻炼身体的同时，
也能潜移默化地将歌词中的‘反
诈知识点’记在心里，增强防骗
意识。”

寓教于乐的反诈广场舞受到了
辖区群众的欢迎，纷纷表示这种宣
传方式非常“接地气”。

将反诈宣传融入广场舞

本报讯（庄奕 江涛）“日本人
占领上海时，我就在租界外的刻章
店里做店员……”10月22日，一堂
视频党课深深地吸引了西林门窗工
程有限公司党支部的党员们，视频
党课的主讲人是西林村委104岁的
老党员姜文焕。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坚定党员爱党爱国信念，钟楼区
西林村党总支将视频党课《百岁
党员——姜文焕讲党史》送进了10

余家企事业单位。常州市鼎顺金属
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姜霆告诉
记者，观看了老党员姜文焕读党史、
学党史的视频后，党员们备受鼓舞。
姜文焕老人的家训和家风让人明白：
家风不正遗祸患，家风清廉惠久远。

西林街道一直把家风家训建设
作为培育社会文明细胞的催化剂，
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及文明实践
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将传统美德和
正能量传播给每一个人。

视频党课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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