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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董逸 刘伊湄） 11月22
日下午，记者在兰陵菜场里见到了抖
音上的小“网红”霏儿。两年前，她刚
刚半岁时，坐在爸爸外卖箱里的她因
笑容十分治愈而走红。如今的霏儿，
拥有圆圆的小脸蛋、大大的眼睛和在
网络视频中一样甜化人心的笑容，正
在不亦乐乎地玩气球，任谁走过，她都
能跟他们玩上一会儿。“这孩子从小就
打‘两份工’，见到陌生人自然不怕
生。”霏儿的妈妈杨合群笑着说，说着
还不忘朝霏儿的方向关照道，“别跑得
太热了！一会儿回来喝点水！”

霏儿的爸爸来自安徽，是一名外卖
员，妈妈是贵州人，现在在兰陵菜场卖
猪肉。两人相识于常州，邂逅还有些浪

漫——霏儿爸爸经常去她妈妈当时打工
的餐厅取外卖，一来二去便看对了眼。婚
后，2018年9月底，杨合群在安徽生下了
霏儿。自霏儿半岁之后，就随爸爸妈妈来
到了常州，上午跟着爸爸送外卖，下午就
跟着妈妈待在菜市场。

“不管我们多么辛苦，但还是共同决
定要将孩子带在身边，”杨合群说，“她爸
爸小时候就是留守儿童，那种一年只能
见父母一次的感觉太残忍了。对于我们
来说，赚多少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给
她足够的陪伴。”

如今，小霏儿已有3岁多。兰陵菜
场可以说是小霏儿的第二个“家”。早上
跟爸爸送两个小时外卖，中午11点半是
妈妈的下班时间，在这之前爸爸会把小

霏儿送到菜场，中午，小霏儿跟着妈妈一
起回家吃午饭、睡午觉，等到下午妈妈3
点上班的时候，再跟着一起去菜市场，待
到6点半下班。

杨合群记得，霏儿还不会走路的时
候，上午坐在爸爸的外卖箱里，下午，她
就拿个纸箱子、垫个毛毯，让她自己坐在
里面玩玩具，一有空就抱抱她。霏儿的
活泼可爱、懂事贴心让菜场上的其他摊
主也对她喜欢得不得了，杨合群实在忙
得抽不开身，大家就轮流带她。

杨合群表示，“菜场上的邻居送的衣
服，霏儿穿两年都穿不完，甚至有些来买
菜的陌生人，也给霏儿送来书本、玩具、
吃的喝的，我替霏儿感谢这些好心人。”
正是兰陵菜场的这种“温度”，让杨合群

觉得，日子再苦也总有希望。
对于杨合群来说，最难的日子已经

熬过去了。“如今，不仅债务还清，家里还
有了存款，霏儿也长大了，能满地跑了。
今年，我们还计划着租一个大一点的房
子，让霏儿也能拥有自己的‘小天地’。”

最近，小霏儿一条帮爸爸妈妈洗碗
的视频，在抖音上收获了 40 多万个
赞。但是，霏儿的懂事却不是偶然。杨
合群说，小霏儿经常能说出让他们夫妻
俩感动的话：“妈妈你辛苦啦！我来给
你泡脚！”“爸爸，你手上的外卖太多
了，就不用抱我了，我在楼下乖乖等
你”。看着霏儿小脸上的甜甜笑容，杨
合群觉得，不管什么烦恼或疲劳，一下
就不见了。

曾是留守儿童的父亲，不想孩子做留守儿童

“外卖箱里的小女孩”在常州长大了

本报讯（凃贤平 张莉敏）草坪种
上了，围墙围上了，停车位画好了，充
电棚装好了……随着茶山街道丽华片
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龙游河畔的景致又有了许多新变化。

茶山街道丽华片区东至丽华路、
南到中吴大道、北临光华路、西到龙游
路，作为今年天宁区旧改面积最大的
片区，涉及丽华一村、朝阳四村共109
幢房屋，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3894
户群众，总投资9000多万元，预计今
年底完工。

茶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杨敏是丽华片区老旧小区改造的现场
负责人，据他介绍，茶山在丽华片区改
造中，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实施“安全、
基础、环境、管理、服务、文化、党建”7
方面改造，按照改造标准重点实施外
墙出新、雨污管网改造、环境设施配套
等工作，重点改造小区道路、停车位、
地下管网等功能性设施，全面建设智
慧安防系统，且合理利用小区公共区
域拓展休闲、运动空间，用小变化、小

改善、微更新提升居民获得感。
针对老旧小区老年人多的情况，茶

山街道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要求，准备在改造结束后，将
项目指挥部改造成为丽华片区的为民服
务中心，为周边居民提供健康养老、亲子
等服务。

由于丽华片区含有老旧小区、城中
村，还存在过境道路等，导致小区碎片化
情况严重，管理有难度。针对这一现实问
题，茶山街道按照“地域相邻”原则，对现
状小区布局进行合理划分，将现有小区划
分成7个区域，形成7个独具特色的主题
分区。“这7个区域将进行封闭式管理，每
个区块成立业委会或者物管会，由网格社
工担任物管会主任，并引入市场化物业，

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杨敏说。
这边，丽华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进入收尾阶段，那边朝阳片区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已经开展了3个多月，完成施
工进度达80%。朝阳片区涉及朝阳三
村、飞天小区共 91幢房屋，建筑面积
19.4万平方米，2775户群众，计划总投
资7811万元。改造中，对于居民的个性
化要求也逐一研判，尽量与居民达成共
识，例如针对个别未经过“平改坡”的楼
栋屋顶漏水的现象，按照“谁受益、谁出
资”原则，街道鼓励居民出资参与老旧小
区改造，倡导“出资一块钱、一块来改
造”。由居民提出申请，结合施工实际情
况，居民众筹部分，改造工程承担一部
分，明确出资比例，共同协作完成。历经

居民申请、多方研判、协调征求意见、定
稿组织公示、现场施工，目前已经筹集
22户居民，约10万元资金。

“明年还将启动清凉片区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茶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亚锋
说，茶山已步入老旧小区片区改造新时期，
希望通过两三年的时间，按照高质量发展
要求，打造“理念更新、模式创新、管理出
新”的“三新驱动”改造模式，真正让老旧小
区居民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今年丽华片区收尾，朝阳片区启动，明年清凉片区启动

茶山步入老旧小区片区改造新时期

小雪一到，一切有了诗意，寒意来袭，秋意不减。江南水乡配上浓烈的秋色让人流连忘返，东坡公园大片的水域映衬着各色的树叶，是市民朋友赏景的绝佳之处。
牧僮/图 陶怡/文

□凃贤平 李江民

“很多村书记在做农村致富‘带头
人’，而我希望成为国宝守护‘带头
人’。”

江金南，是郑陆镇三皇庙村的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这个村可以说
是天宁区最古老的村，在5500年前，
就有先民居住。

村里的土墩，1973年被发现并命
名寺墩遗址，为良渚文化早期的代表
性遗址。至今已进行了六次发掘，出
土了大量闻名于世的精美玉器，尤其
是三号墓出土最多，这种奢华的“玉敛
葬”，在全国都非常罕见。

所以，别的村在思考如何快速发展，
三皇庙村考虑的却是如何保护好寺墩遗
址。三皇庙村占地7.13平方公里，寺墩
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
域接近三分之一面积。

目前，寺墩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
在不断深入，已经升级为国家文物局“十
三五”重大专项——“考古中国：长江下
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重要课题。

这一切让江金南看到，保护好寺墩
遗址，三皇庙村的发展蓄势待发，后劲十
足，在乡村振兴中能实现“异质化”发展。

2019年开始，南京博物院、常州市
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进行第六次考
古发掘。考古队驻村后，村委成立寺墩

遗址看护队，成员由6个村民小组的组
长组成，全天候进行巡逻，做好文物保护
的宣传，也防止偷盗文物事件的发生。

同时，对全体村民做好宣传工作，使
村民尽心尽力配合考古队做好文物的发
掘和保护工作，让寺墩遗址展现更多的
价值。

江金南说，长期以来，三皇庙村就是
一个农田与村民共生、遗址保护与村民
的生产生活交叉存在的村。为了让村民
的生产生活不影响遗址保护，村委和村
民之间有个不成文的保护公约，即在遗
址保护区域范围内不挖鱼塘、不打井、不
深翻、不修渠等。

“对寺墩遗址的保护，村民以前觉得

无所谓，现在都很重视，这种改变的关
键在宣传。”江金南说，村委租了大巴车
把58个生产小组的组长及部分党员、
各支部书记带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去
学习良渚的保护经验。“在那个现场告
诉大家，如果寺墩遗址保护好，今后建
设好，将来也会发展成繁荣、富有的样
子，真正使老百姓享受到保护好、发展
好的红利。”

5年前的三皇庙村，也许还和苏南
的村镇一样优先发展工业，但是，5年
来，从现在到未来，它将走上新的发展
之路，不断认识寺墩遗址的历史价值，
让历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保护在
前，建设在后，美好愿景近在眼前。

江金南：做国宝守护“带头人”

本报讯（宋婧 夏晨希 蒋云
峰）昨天，记者从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天宁分局了解到，天宁城市共享
停车场的规划核实已全面完成，该
项目有望于今年底投入使用。这是
天宁区首次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地下
空间扩建停车场，是天宁区集约节
约用地的一次成功探索。

天宁城市共享停车场位于二十
四中天宁分校内，分地下三层，共设
停车位1220个，其中设置了20个
无障碍车位，75个充电车位。

共享停车关键在于停车资源的
互联互通。记者了解到，该停车场
实现了与二十四中天宁分校原地下
车库、天宁区区政府车库以及周边

酒店的联通，同时7个人行安全出入
口通向龙锦路、业丰路、翰学路、新堂
北路等路段，解决了前往天宁区政务
服务中心、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天宁分
院等方向办事人员的停车问题。同
时，利用二十四中天宁分校地下空间
扩建停车场，也能方便学校启用“地下
接送系统”，缓解每日上下学周边交通
压力。

在停车管理方面，该项目将智慧停
车作为关键抓手，设计了智慧停车管理
系统、报警可视对讲系统、高清网络监
控系统。其中，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引入
了“ETC快速缴费”功能，实现不停车电
子缴费，此外，车位引导系统、反向寻车
系统也将为车主提供便捷服务。

天宁城市共享停车场有望于年底启用

首次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地下空间扩建停车场

本报讯（吴菁）“非常感谢社
区所有工作人员的关怀，辛苦
了！”近日，新丰街社区收到了居
民余朔桃家人送来的锦旗，感谢
社区的帮助与照顾。

家住县北新村13幢301室的
余朔桃是高龄独居老人，11 月 7
日，老人因出门忘记带钥匙被关门
外，急得瘫坐在门口，好心邻居帮
她拨通了社区电话，网格员陈丽娟
立刻上门看望老人并送上爱心午
餐，避免老人天冷挨饿。社区书记
王娟了解到相关情况，第一时间帮

助其联系家人，与网格员一起将老人
护送至女儿家。焦虑担心的子女在
看到老人的那一刻，悬着的心终于安
定下来。

新丰街社区的老小区、老房子、
老居民较多，老居民在这里住了一
辈子也不愿离开。社区为这些老年
人打造“新丰有家”平台，通过“新丰
有家”平台，社区成立春之声合唱
队、雅韵集戏曲队、“新丰零距离义
工社”、松鹤苑老年沙龙等社区组
织，让老年居民感受到了社区大家
庭的温暖。

心系独居老人
构筑暖心社区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天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天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罗翔）在推进成人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基础上，天
宁区进一步扩大接种年龄范围，近
期，全面启动3—11岁人群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扎实推进适龄无
禁忌儿童“应接尽接”，力争12月底
前完成全程接种。

“最近有没有感冒咳嗽？”“有没
有疫苗接种过敏史？”询问登记台
前，工作人员仔细和监护人确认孩
子的健康状况，查看身份信息和知
情同意书，并充分告知接种禁忌、不
良反应和留观等注意事项，有序引
导家长完成信息登记。接种台成了
大型“哄娃”现场，医务人员使出“百
般武艺”，耐心地安抚着孩子们略显
紧张的情绪，“小朋友，真勇敢，一点
都没哭！”“阿姨会轻点打的。”在家
长和医务人员的鼓励下，小朋友们
顺利完成首针接种。

据了解，针对3—11岁儿童接种
疫苗的特殊性，天宁区各接种点按要
求配备儿童适用急救设备药品、儿科
急诊急救人员驻点保障、120急救车
现场值守，确保接种安全。

目前，天宁区共有疫苗接种点
7 个，在此基础上，11 月 18 日起，
红梅街道汽车客运站新冠疫苗集
中接种点投入运行，为过往旅客
和周边居民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提
供便利。

此集中接种点位于竹林西路51
号汽车客运站原一楼售票大厅，设置
8张接种台，第一针、第二针、加强针
均可接种，日接种量可达 2000 人。
目前，接种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00 下 午 2:00—4:00）；
周 六（上 午 8:30—11:00，下 午
2:00—4:00），后期接种时间会视情
况作相应调整。

天宁全面启动3—11岁人群
新冠疫苗接种

本报讯（董逸 高瑛） 在青龙
街道横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舞蹈房内方便老年人学习八段
锦，阅读区方便孩子们培养阅
读习惯，交流活动区方便爸爸
妈妈们相互交流学习、分享育
儿经验……这样的全新设计，
主要是因为横塘社区推出了覆
盖全年龄段的课程。

2020 年起，横塘社区在打造
“熟人社区”项目的过程中，发现居
民有各种学前教育、丰富老年生活、
学习技能等需求，因此在项目实施
的第二年，社区推出了一系列实用

课程、培训、活动，服务对象为全龄距
离人群。比如，为0—3岁亲子家庭开
设亲子课程；针对青少年推出环境教
育、智能科普、全家阅读计划；带领中
青年“达人”创业；老人则有社区学校
课堂，包括手机摄影、舞蹈、冰壶、八段
锦、家庭绿植养护技术等内容。这些
课程的老师由退休“能人”组成，他们
退休前的专业领域，在退休后进一步
发挥余热。

青龙街道红蚂蚁社区创新中心负
责人肖悦表示，自今年6月份开展以
来，目前活动内容已达300场，服务超
过15000人次。

每个年龄段的居民，都有活动可以参与

横塘社区推出全龄距离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