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滨湖区胡埭镇鸿翔村吕王家旦精品村改造

工程正式启动。据悉，该改造工程总投资150万元，包

括房屋外立面改造、村道路面和照明改造、河道景观改

造、村口景观改造等多个工程，将显著改善村民的居住

条件。图为施工现场。 （周游 吴红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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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紫砂发力文化产业，做好保护和开发大文章

丁蜀用文创复活历史街区
本报讯 国庆期间，昔日冷清的宜兴市

丁蜀镇前墅龙窑热闹起来， 以这座 500 年
历史的龙窑为核心打造的历史文创街区精
彩亮相，展览、论坛、艺术节等活动接连举
行，展示馆、陶舍、咖啡馆等一批新建场所吸
引游人驻足观赏。

丁蜀以盛产陶瓷而闻名中外，围绕陶瓷
制作、售卖的相关历史遗存众多。 从丁蜀镇
了解到，近年来，该镇重点围绕前墅龙窑以
及古南街等打造历史文创街区，在保护好历
史文化资源、 推动紫砂文创产业发展的同
时，进一步带动文旅产业大发展。

主导前墅龙窑历史文创街区开发的江
苏省“双创”人才、紫泥公社董事长赵炎，把
这里称为“创意梦工厂”。 在街区打造上，通
过形成统一的江南民居风格，开设一些新潮
的咖啡馆和自动售卖机等，赋予古老龙窑新
的生命。同时，在民宿、展示馆等室内布置上
突出紫砂文化元素。 未来，街区还计划引进
均陶、彩陶等“五朵金花”，打造各个不同风
格特点又体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场所。不仅
如此，这一历史街区还成立大学生创业营和
创客学堂，吸引相关艺术专业大学生、青年
紫砂制作人等参与进来，进行紫砂艺术的融

合创新工作。 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一
主题，由一批年轻新锐紫砂人组成的“十指
抟砂”团队，推出了“爱我中华”紫砂文创产
品，近期受到广泛关注。 他们在造型设计上
融入天安门、华表等元素，以团队的形式，实
现创意、设计、制作的分工合作，力求改变传
统宜兴紫砂制作单打独斗的传统。同时强调
与潮流的结合， 更倡导作品与人的亲近感，
让紫砂作品更多地走向大众和时尚。

除了前墅龙窑，丁蜀镇另一处文创街区
蜀山古南街去年也修缮开放。古南街是明清
时期宜兴陶瓷的主要集散商埠，也是紫砂艺

术大师们成长的“摇篮”，承载着陶都历史厚
重的一页。 顾景舟等大师故居、旧居修旧如
旧，众多特色鲜明的紫砂文创小店、工作室
开业，使这里成为了集中展现丁蜀紫砂传统
文化的历史街区。 游人不仅可以在街上逛
逛，还可以走进店里体验紫砂壶制作。

值得一提的是，丁蜀在前墅龙窑、古南
街等历史街区改造上， 坚持保留原生态,探
求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更新发展， 塑造特
色空间，留住原住民、原气息、原工艺。 此外，清
末民初吴越风格的民居建筑群———葛鲍聚居
地，目前也已列入保护开发计划。 （厉纤）

黄巷街道
机关干部开展敬老志愿服务

本报讯 10 月 9 日， 梁溪区黄巷
街道机关第二党支部联合开原义工走
进丰涵养护院，开展以“敬老献爱心，
孝老促和谐”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一大早， 志愿者们就早早来到养
护院。 大家分工明确， 有的为老人理
发、修鬓角，有的为老人修剪指甲，有的
陪老人闲话家常，热情的服务感染了每
一位老人，整个养护院沉浸在温馨祥和
的气氛中。 随后，志愿者表演了精心准
备的节目， 赢得了老人们的阵阵掌声。
最后，志愿者和老人们共同唱响了歌曲
《歌唱祖国》， 把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范柳文）

安镇街道
向小学生赠送法律图书

本报讯 10 月 10 日，锡山区安镇
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带领司法所工作人
员分别来到查桥实验小学和锡山实验
小学，向两所学校赠送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欣法官带你看
庭审》等百余册法律书籍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单行本。

据悉，今年以来，安镇司法所开展
了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系列活动，邀
请律师在中小学开展了多场法律知识
讲座。 此次的“赠一本好书”是该系列
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所赠送的书籍结
合了青少年特点， 采用以案释法、图
文并茂的方式，通俗易懂地帮助青少
年掌握基本法律知识，提高辨别是非
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预防和减少违法
犯罪。 （戴莉妍）

梅村街道
真情关爱“失独”家庭

本报讯 连日来，新吴区梅村街
道计生干部纷纷探望辖区内的“失
独”家庭，帮助整理家务、打扫卫生，
还与他们一起拉家常、看国庆阅兵。
热情的问候、 贴心的服务， 让这些

“失独”家庭人员激动不已，纷纷感
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

目前，梅村街道有“失独”家庭
24 户，年龄最小的 53 周岁，最大的
83 周岁。 今年以来，梅村街道坚持
资源整合、共享共用的原则，以“政
府主导、社区扶持、社会组织托管”
为工作思路，打造了“连心家园”计
划生育“失独”人员服务阵地，为“失
独” 家庭搭建了交流沟通、 文体娱
乐、 心理健康服务和自助互助的平
台，让“失独”家庭感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关爱。

为保障“失独” 家庭人员的生
活，梅村街道为每一位“失独”家庭
人员申请特别扶助金， 确保符合条
件的“失独”人员每人每月享受 600
元的生活补贴，60 周岁以上的“失
独” 人员每人每月享受 800 元的终
身特扶金。街道把“失独”困难、重病
家庭优先纳入救助补助范围， 想方
设法帮助他们缓解生活困难。

依托“安康通”居家养老服务平
台，街道为 60 周岁以上“失独”人员
每人每周提供 2 小时的家政服务、
70 周岁以上“失独”人员每人每周
提供 4 小时的家政服务，并为 70 周
岁以上人员安装了“一键通”呼救系
统。 街道居家养老中心为 60 周岁
以上“失独”人员提供免费就餐服
务。 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街道为

“失独” 家庭人员统一购买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女性安康保险和住院
护工服务保险，每年组织开展一次
健康体检，使“失独”家庭人员享受
到了便捷、贴心的医疗和健康管理
服务。 此外， 针对“失独”人员的心
理需求，街道以“连心家园”志愿者
队伍为依托，每年开展三八节送鲜
花活动、“失独” 人员户外活动、中
秋节慰问活动等，让“失独”家庭人
员真切感受到街道党工委的关心和
关怀。 （吴建农 蔡李红）

昔日“问题小区”今日大变样
东亭街道出资 400万元，完成宝城花园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本报讯 国庆前夕，由锡山区东亭街道
出资近 400 万元建设的宝城花园基础设施
改造项目已基本竣工， 望着整齐划一的车
位，走在宽敞、平整的黑色路面上，广大业
主增加了获得感，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宝城花园是改革开放后东亭地区最早
开发的商品房小区，共有 400 多户居民。小
区周边有大型超市、10 多家银行网点、数家
餐饮酒店以及 10 多条公交线路，地铁站就
在小区门口， 优越的区位优势被当地居民

戏称为“东亭新街口”。但 2006 年小区二期
交房后，因开发商“跑路”，留下一大堆问
题，路面坑坑洼洼，污水管堵塞外溢，停车
矛盾突出。 特别是遇到汛期，墙体漏水及路
面积水现象十分严重。 为此， 业主怨声载
道，欠缴物业费等现象严重，成了许多人心
目中的一个“问题小区”。

去年 8月 23日， 宝城花园基础设施改
造方案终于落地，并正式实施。 经过 1 年多
改造， 小区所有道路路面实现了黑色化，排

水系统全部更新， 电子门禁监控系统改造
到位，25 部住宅电梯全部加装了监控摄像
头。 此外，小区还出资近 50 万元，将 2000
多平方米的闲置地种上了月季、 黄杨、山
茶、麦冬等花卉、绿植，围墙栏杆全部更新。
电动车充电设备由原先 2个增至 5个，可满
足近百辆车同时充电，消除了安全隐患。 为
缓解停车矛盾，小区还科学规划，增设了停
车位。 如今，业主走进自己的家园，气顺了，
心情舒畅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薛建雄）

为与新中国同龄的 70名老人圆梦

鸿山“爱心定制”帮老人完成心愿
本报讯 佳节又重阳，九九情意浓。9 月

29 日晚，新吴区鸿山街道乐乐义工站、普利
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筑梦
鸿山，幸福来敲门”———为与新中国同龄 70
名老人圆梦行动。 在鸿山街道民政科、鸿运
苑第一社区 无锡市远航电子厂、江苏清朴
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爱心单位的赞助支
持下，根据老人各自的心愿，义工们分别向
70 位老人赠送了收音机、拐杖、肩颈按摩仪
等物品。

为倡导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主办
单位精心策划。早在活动举办前，乐乐义工
站义工就深入各社区， 挨家挨户上门，具
体了解每个老人的心愿。看一场电影、进行
一次视频通话、补拍结婚照、拥有一个血压
计……乐乐义工和爱心单位志愿者们竭尽
所能，用爱心为老人们一一圆梦。

9 月 29 日晚，70 名与新中国同龄老人
和家属、乐乐义工、爱心单位代表等欢聚一
堂。 在义工的引导下，老人们有序签到、就
座，并领取了活动纪念品。 现场还播放了有

关心愿征集的短视频，一个个熟悉的镜头，
让许多老人看得津津有味。 主办方还安排
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说唱《中国红》、民
乐《父亲母亲》、朗诵《老有老的骄傲》、旗袍
秀《我爱你中国》等精彩节目相继登场，博
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据了解，当
天，许多老人都领到了自己心仪的物品，这
些物品全部由爱心单位出资购买。 同时，义
工和志愿者们也将根据老人的需求， 帮助
老人完成补拍结婚照、看一场电影、进行一
次视频通话等心愿。 （鸿宣） 东■社区

东联新村监控改造工程完工

本报讯 10 月 8 日， 太湖街道东
■社区东联新村监控系统改造工程通
过相关部门的验收，正式投入使用。

由于监控系统严重老化， 部分监
控已无法正常使用，对新村日常管理、
居民安全造成了影响。 经过实地考察
和走访，社区高度重视，决定对东联新
村监控系统进行改造。 经过改造，目
前，东联新村已新安装监控摄像头 31
个， 小区所有出入口和重点地段已全
部纳入监控中， 有效提高了小区治安
防控能力。 （唐文莲）

水秀社区
走访离休干部 牢记初心使命

本报讯 近日，滨湖区河埒街道水
秀社区工作人员来到 4 名离休干部家
中，开展了一次寻悟初心之旅。

据了解， 这 4 名离休干部都是新
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为国家的建
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国庆节前夕，
他们获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 在走访中，社区工作
人员手捧着沉甸甸的纪念章， 认真聆
听了老人们的初心故事， 为他们对党
和国家的赤胆忠诚、 对工作的默默付
出所感动。 社区工作人员纷纷表示要
向老干部们学习，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
作中，更好地服务居民。 （占美和）

近日，惠山区堰桥街道天翔社区党总支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50余

名党员聚集在一起唱红歌，重温入党誓言，诵读

党章。图为社区党总支负责人为10月份入党的

党员送上一份“生日”蛋糕。 （高洁 小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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