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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镇卫生院正在加紧
建设中。项目位于河口镇花
园头居委会，总投资约9400万
元，总建筑面积约 12000 平方
米，本月底土建工程将全面竣
工，室内装饰装修及室外配套
工程正在招标中，预计明年 8
月份投入使用。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姜
宁惠 宫向群 摄

废旧的厂房，改建后变身诗情画
意的山居民宿；古老的祠堂，复原改
造后成为充满历史韵味的文化创意
街区；“见缝插绿”，环湖打造春夏秋
冬四季主题生态景观带……因地制
宜“微整形”，为常熟虞山古城增添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也助力虞山文化旅
游度假区入选 2022 年新一批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系我省唯一。

在文化旅游产业如火如荼的今
天，古城镇保护开发成为公众关注的
热门话题。如何让历经风雨的古城
历久弥新，吸引游客、承载游客、留住
游客，对于各地都是一道考题。一些

古城在开发改造中暴露出大拆大建、
过度商业化等问题，受到主管部门通
报批评，也引发舆论诟病。告别疾风
暴雨式的“大拆大建”，倡导小修小
补、渐进推进的“微整形”，成为文旅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更好路径。对每
一棵树、每一朵花的保护，每一个景
观的打造和维护，每一处“转角遇到
美”的匠心设计……一个个“小而精、
小而美”的“微整形”，推动城乡存量
空间的活化与利用，也让人们的生活
愈加精致。

“微整形”，不仅是对城市肌理、
空间结构等物质层面的“修旧如旧”，
还包括对历史、文化、风俗风貌的发
掘和利用，并在创新创造中重建与日
常生活的联系，实现“见人见物见生
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尽
可能保留古城原始风貌和韵味的前
提下，注重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
合。比如，充分盘活道路周边、背街
小巷等“碎片化”空地，建设类型多样

的小微绿化、街角绿化及“口袋公
园”，为市民提供更多生态游憩空间；
重视传承风俗习惯、手工技艺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结合本地文化特征同步
植入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文商旅产业，
融入居民生活和文化休闲业态，透过
鲜活细节让古城展现更多魅力和活
力，打造“居者自豪，来者依恋，闻者
向往”的诗意栖居之地。

“微整形”，重在结合自身实际，
整出新意、整出特色、整出实效。南
京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在最大限度
保护工业遗迹基础上，通过“轻介入”
方式，改造成为融文化、创意、科技、
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创区，也成为
文旅融合的知名 IP。苏州市姑苏区
在全省率先出台首个区级《保护区、
姑苏区城市更新指引》，推进古城渐
进式、片区化和可持续更新，不断探
索古建老宅、传统民居等资源更新利
用新路径。南京小西湖历史风貌区
则以“微更新”方式，开创历史居住类

片区新的再生方式，老街巷与新潮时
尚有机结合，既留住了百年烟火气，
也使得原住民与新业态共生共荣，古
老街巷焕发新活力。

“微整形”，也要有“大视野”。旅
游的本质是文化，文化的内核在精
神。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
益增长，旅游产业也越来越注重历史
底蕴和文化赋能。要把“微整形”当
成系统工程，不能满足于短期新鲜，
而要以长远眼光作全盘谋划。无论
是地方全域，还是一个街道、一处景
点、一幢建筑，都要体现出规划的连
续性和设计的整体感。此外，“微整
形”不是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应积
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
与的模式，激发多元力量参与，推进
共建共治共享，以自下而上的内生合
力让“微整形”有里有面、有形有神，
由此带动文旅产业不断扩容和城乡
空间品质提质升级，让公众的获得感
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章晶
晶 吕二函） 日前，一位奥迪车
主管先生向本报 118 帮帮团热
线反映，说自己在南通银奥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
购买的一辆奥迪 Q3 多次出现
下雨天车顶漏水问题，经过 4S
店检修后，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解
决，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正常用
车。

据了解，管先生的车辆购置
于 2021年 7月，今年 7月一场大
雨过后，汽车的驾驶室上方第一
次出现滴水的状况，于是，管先
生先后在 7月、10月两次将自己
的车子送到 4S店进行检修。本
以为问题得到了解决，不料，近
日的一场雨让管先生的车再次
发生漏水问题，与店方沟通未取

得满意结果。
带着管先生的疑问，记者

来到南通银奥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如东分公司，向店内相
关负责人核实了解情况。对于
管先生描述的问题和提出的质
疑，店方并未否认，并表示会尽
全力去解决，同时可以为管先
生争取延保及赠送车辆保养等
作为相应补偿。管先生提出在
车子维修期间需要店方提供一
辆同等价值的车辆供他使用。
经过沟通，店方表示配合管先
生到南通二手车总部挑选一台
相当价值的车辆给其暂时使
用，后续再根据管先生的诉求
决定是继续维修还是选择置
换。目前，双方仍在协商妥善
解决当中。

车顶漏雨

奥迪车维修多次
问题未解决

民生民生民生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丹 吴文军 张平） 近年
来，洋口镇浒路村紧紧围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水平，促进农民
增收。

去年 3 月份，浒路村实
施了 3000 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项目投资 4070 万
元，整村大面积平整土地、修
筑沟渠、拓宽道路。项目新
建田间道路7.8公里，生态河
河道坡面防护2.4公里，平整
土地、填埋坑塘 1100 亩，建
设生态沟 31公里，灌溉暗渠
（管）13公里，改造泵站6座，

新建电灌站 2座、农桥 1座。
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内渠相
连、路相通、田成方、旱能灌、
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促进
了农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智能化。土地平整后，全村
流转土地面积已经超过
90%，溢出村集体面积约 300
亩，每年村营收入可增加约
24万元。据介绍，目前浒路
村正依托 70 亩阳光玫瑰葡
萄园，积极培育“一村一域一
品”示范项目，计划以点带
面，带动更多农户发展壮大
特色农业，通过土地资源的
高效利用，提升农业发展质
量和效益。

洋口镇浒路村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办 好 民 生 实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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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微整形” 整出“好风景”
□ 陈立民

本报讯（通讯员 周瑞
平 陶旭霞）近日，马塘镇政
府与上海铭言企业管理集团
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就建设
马塘蔬菜粮食保供基地事宜
达成一致并签订项目投资协
议书。

该项目主要涉及蔬菜
和粮食种植，总投资约 5000
万元，预计年产值 8000 多
万元。一期流转土地 1000
亩，涉及许楼、徐庄和桃园

3 个村，主要用于蔬菜种
植，并将其作为上海蔬菜保
供基地；二期流转土地 6000
亩，用于蔬菜和粮食种植。
项目落成后，将带动周边
700 多户农户就近就业，每
年可实现务工收入约 1000
万元。

据了解，上海铭言企业
管理集团成立于 2006 年 9
月，现在上海市经营 23个农
贸市场和10家生鲜超市。

马塘镇与上海铭言企业管理集团

签订蔬菜粮食保供基地合作协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缪姗姗 吴
文军）作为我县第一个荣膺“全国文
明村”的“大家长”，掘港街道港南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卫东高度重
视创建文明村工作，他以身作则，积极
宣传，引导全村统一思想，攻坚克难，
以更高水平的文明建设绘就百姓生活
的幸福底色。

港南村地处县城东南郊区，村里
的天一路建有优美家建材城、天一市
场、天一紫菜市场等多家大商场，沿
街商铺众多，商贸繁荣，环境卫生、停

车秩序等一直是管理难点。“我们村
部就在这个位置，旁边还有东环路，
是我们村的脸面，也是县城的重要交
通要道，如果这里脏乱差，村民的感
受肯定不好。”王卫东组织制定详细
的工作预案，与全村 6名村干登门入
户，逐户走访沟通交流，引导村民积
极参与支持文明创建。沿街商铺全
部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划分责任区
域落实到每一名村干，随时随地随机
关注村内环境。沿街店铺店主陈建
兵介绍，自家是做餐饮的，环境卫生

非常重要，街上每家都负责好店铺前
的整洁，村里也常来督促。“天一市场
就在这里，原来就在这里上下货，黑
水臭水街上都有，还有海鲜的腥臭
味，这几年慢慢变好，村里管起来，现
在比较整洁卫生，我们老百姓看在眼
里，是比较满意的。”港南村村民梁红
兵指着身后街道向记者介绍。

创文工作中，王卫东经常与村民
面对面宣传，及时帮助解决问题，并积
极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教
育、科普、理论宣讲等活动，进一步丰
富村民文化生活。港南村村民陈晶晶
告诉记者，村里的活动越来越多了，每
年元宵节组织大家包汤圆，中秋节一
起做月饼，端午节还会比赛裹粽子。
这些活动都很受欢迎，村民都乐意参
加，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热闹热闹，邻
里也更亲密。在村民们眼里，王卫东

很有大家长的风范——“有事他能
扛”。“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很乐意去帮
助每一个人，热心仗义。大到村里的
重要事情，比如创文、疫情防控，凌晨
四点就得起，小事就像邻居有矛盾，谁
家围墙过界找他调解，不偏不倚，大家
也都信服他。”港南村团委书记姜新南
打心眼里佩服王卫东。

王卫东说，抓好环境卫生，提升
公共文明水平，改善群众生活质量，
让村民短时间内看到变化，享受实
惠，就能激发出村民们创文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为创文的长
效常态奠定思想基础，提供源源不断
的内生动力。“除了我们组织，也有相
当一部分老百姓自发地参与到创文
活动中来，路边的杆子倒下了，他们
主动去扶。得到他们的支持，工作才
能做好做长久。”

王卫东：多措并举激发村民内生动力
攻坚克难为“创文”常态长效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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