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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洁 通讯员 常文旅

本报讯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
公示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入选名单，全国123
个项目入选，其中江苏省6个。青
果巷上榜，成为我市继环球恐龙
城之后第二家入选单位。

常州青果巷夜间文旅消费集
聚区位于天宁区，东起和平路、西
至晋陵路、南眺古运河、北接延陵
路，占地12.6公顷，以“世界文化遗
产”京杭大运河为纽带，以“江南名
士第一巷”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为
核心，辐射盛宣怀故居、南市河周
边、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购物
中心、天宁禅寺、天宁宝塔、红梅公
园、东坡公园等常州知名文旅商项
目。

作为常州老城厢复兴发展的
城市文旅品牌的青果巷集聚区，
街区与景区相互融合，文化与商
业交相辉映，年接待量超 700 万
人次，营业收入超 14 亿元，其中
夜间游客接待量超 300 万人次，

夜间营业收入5亿元，是市民及游
客 公 认 的“ 雅 集 生 活 体 验 地 ”。
2021 年青果熙市夜游季、古运河
船秀首次亮相，引爆常州老城厢
夜游经济；2021年赵元任艺术节、

“想她·青果”沉浸式夜秀成为国
庆假期城市夜游拳头产品；2022
新春民俗生活季、元宵汉服游园
会为夜游注入全新活力⋯⋯作为

“龙城夜未央”常州城市夜游经济
品牌的重要载体，青果巷从突破
传统的夜间观光、夜间文化展览、
夜间零售概念及满足居民及游客
多元化休闲消费的需求出发，推
出一系列常态化、品质化、特色化
夜间文旅消费体验产品，打造“夜
间景观+餐饮娱乐+休闲观光”的
新型经营模式，先后获得江苏最
美运河地标、江苏首批省级夜间
文旅消费集聚区、江苏首批省级
旅游休闲街区、江苏省书旅融合
先行区、江苏十大文旅消费人气
打卡地等称号，是常州城市文化
夜游经济的最佳范例。

如今这里集聚十大“夜”态，
进一步建设夜游消费文化客厅。

“地标夜游”汇集青果巷、前后北
岸、购物中心、天宁寺、红梅公园
等常州城市文化地标建筑；“江南
夜色”展示古巷、园林、宝塔、水
韵与城市流光溢彩辉映的雅致活
力；“风尚夜购”涵盖非遗文化、
精美文创、潮流名品、中华老字
号、时尚手作等多元形态；“丰富
夜食”集合江南夜宴和特色小吃，
坐拥主题餐厅和风味小馆近百个
品牌餐饮；“创意夜演”汇聚古运
河书场、常州相声大会、汉服游园
会；“主题夜宿”成为许多市民及
外地游客的微度假新模式；青果
巷书画作品展、中国常州旬石文
化节与青果巷文化记忆馆、周有
光图书馆、盛宣怀故居等点亮“文
化夜展”；作为省书旅融合先行
区，青果巷内阅读氛围浓郁，读书
会、阅读沙龙、茶室、咖啡馆尽享

“悠闲夜读”；沿古运河步道、青
果巷步行街、红梅公园健身步道
等让“慢享夜健”成为新风尚；赵
元任音乐大赛、汉服摄影大赛等
多样赛事引领“艺术夜赛”新潮
流。

集聚十大“夜”态，打造文化客厅

青果巷入选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公示名单

■柴婷逸 商显俊
秋冰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国网常州供
电公司近日走进三堡街，为
沿街商户上了一堂餐饮电
气化安全课，拉开了该网红
街道的电气化改造序幕。

这是三堡街夜经济安
全专项系列活动之一。三
堡街隶属于钟楼区五星街
道，路宽 5 米，长 1200 米，
是一条有着 700 多年历史
的常州老街，现在成了常州
市民夜游打卡的新地标。
街上的店铺以五六十平方
米的两层小阁楼为主，大多
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
味小吃、绚丽灯光、丰富业
态，让三堡街的人气“爆
棚”，每晚人流量达数千人，
而保障安全成为当地管理
者的重要工作。

电气化安全课上，在
三堡街经营川菜小吃的肖
先生听到，使用全电厨房不
仅安全，还能省一半日常费
用。他当即表示，要把燃气
厨房换成全电厨房。除了
安全、省钱，他猜想厨房温
度也会低一些，今后就不用
满头大汗、毛巾搭在脖子上

干活了。
为大力推广餐饮电气

化改造项目，国网常州供电
公司正在加快落实相关的
配套电网工程建设，并承担
业扩配套部分所有费用。
对电气化餐饮改造的客户，
免费提供用能分析报告、使
用能效管理平台、进行内部
线路体检，并赠送1年电气
设备代维服务。同时，借助
常州供电资源、平台的优
势，实施“一户一策”方案，
合理采用EMC、BOT等商
务模式，共建电气化餐饮示
范项目。

当天下午，为保障三
堡街商户尽快实施餐饮电
气化改造，五星供电所党
员服务队现场为商户开展
用电检查，巡视供电线路
和设备，拿出“瓶改电”方
案，帮助餐饮商户更安全
地使用电气厨具、提升用
能能效。

活动现场，钟楼区住
建、消防、交警等部门和当
地街道，还分别围绕消防、
燃气安全等主题，为街道商
户、企业、居民详细讲解相
关法律法规、防爆防燃的基
本知识，提升大家的安全意
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人气“爆棚”的三堡街

电气化改造扣上“安全带”

■郏燕波 管倩

本报讯“1号溧直播”
北山公益行暨“网络主播
达人”带货助农活动，日前
走进溧阳上兴镇涧东村北
山桃源。

“我们北山桃源的桃
子，在 2021 年度江苏省优
质 桃 果 评 比 中 荣 获 了 金
奖，汁水丰富、鲜美甘甜，
赶紧下单吧！”上兴镇涧东
村驻村干部王清化身带货
主播，积极推介着北山桃，
吸引了众多网友围观。

“希望有更多人能吃
到我们北山的好桃，更多

人认识北山、了解溧阳，来
溧阳游玩。”王清坦言，通
过第一次直播带货小试牛
刀，他对做好驻村工作的
信心更足了。

这次“北山公益行”活
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共
销售桃子 2.3 万斤。活动
方 还 联 合 溧 阳 邮 政 分 公
司，解决了运输物流的问
题，帮助果农摆脱困境。

今年以来，溧阳市委
组织部牵头成立了常州市
首个“兴旅助农”网络主播
党支部，动员溧阳驻村第
一书记通过“1 号溧直播”
平台推介美丽田园和农特
产品。

“1号溧直播”公益爱心助农

■郏燕波 韩一宁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健身广场时下已成为
市民休闲的每日打卡地。溧阳市
溧城街道在全面抓好社区健身广
场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养护、
广场设施维护等基础性工作同时，
对照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标准
有关内容，进一步查漏补缺，不断
推动广场精细管理提质增效。

7月12日清晨，家住溧城街道
燕山社区燕山南村的周阿姨晨起
锻炼，欣喜地发现，原本陈旧不堪
的健身广场焕然一新，添加了许多
新的健身器材，环境也更干净整洁
了。一到晚上，来健身广场的居民
更多了，大家或是锻炼身体、或是
休憩闲聊，一幅和谐美好的景象焕
发出老小区的新活力。“小区里的
环境越来越好，我心里比以前舒服
多了，真是太感谢社区的工作人员
了。”周阿姨笑着说。

位于东升社区东升新村附近
的一处健身广场，由于使用率高、
年久失修，出现了地面破损、器材
损坏等现象，不仅存在安全隐患，
也影响了居民的体验感。

今年以来，溧城街道以争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为契机，从细
处入手、从小处着眼，实施城区公
园广场和节点“微改造、精提升”
工程，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出资
对 7 个社区 13 处健身广场的环境
进行了全面改造提升。目前改造
工程已结束，再次对外开放，健身
广场旧貌换新颜，赢得了居民的
一致好评。

“我们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建议的基础上，将原有的健身广
场进行升级改造。”溧城街道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把实事办好、把好
事办实，在此次升级改造中，街道
不仅对社区内健身广场进行平

整、硬化，铺设具有缓冲、防滑功
能的软底塑胶，还对所有健身器
材进行了更新，合理补绿植绿。

另外，社区还邀请专业健身
指导员为小区居民现场讲解和示
范各类健身器材的正确使用方
法，定期开展器材检修、环境保洁
等志愿服务，努力为居民群众科
学健身、安全运动提供保障，进一
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溧城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溧城街道将继续下足绣
花功夫，用耐心、细心、巧心推进
科学规划、精细管理，以民生微实
事助推百姓“微幸福”。

从细节处着眼，以工匠心打造

居民健身广场微改造带来大变样

■庄奕

上周日，我市下了一场酣
畅 淋 漓 的 雨 ，天 气 也 由 此“ 退
烧”。本周一常州、金坛、溧阳
三地的最高气温分别为 30.9℃、

31.1℃ 、32.5℃ ，虽然人体感觉
还是闷热，但至少不太容易中
暑。

新的一周已经开始，根据最
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几天我市
仍多过程性降雨，每天都有雷阵
雨 ，而 最 高 气 温 都 不 会 超 过

38℃。
夏日里的局地短时强降水、

局部暴雨、雷雨大风、强雷电等
强对流天气，一般出现在午后。
市民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
短时临近预报预警，尽量避免在
恶劣天气中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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