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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港闸区城市建设部门，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港闸人。今天，
我要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向大家
真实地汇报改革开放40年来，港闸
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历史变迁和巨
大成就。

长江滚滚不回头，运河滔滔向
东流。难道，“西伯利亚”就没有振
兴之日？难道，“港闸同胞”就不能
争当先锋？不！穷则思变，要干，要
革命！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江海
大地之时，勤劳智慧的港闸儿女，解
放思想，迎难而上，抓住千载难逢的
历史机遇，开始了披星戴月、追江赶
海的城市化征程。近十几年来，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委、区政府
争分夺秒，超常跨越，一着不让抓经
济，一步不落促城建，使全区的城市
化进程进入了快车道。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城
建工作者，近10年来，我亲身经历
了港闸老区脱胎换骨的巨变，亲眼
目睹了市北新城日新月异的昂然崛
起。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我自豪，
我是港闸人！

思路决定出路，交通改变未
来。改革开放以来，“要想富，先修
路”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过去，港闸
区除了城闸路和城港路之外，几乎
没有一条像样的大马路。如今，“七
横七纵”的通衢大道川流不息，遍布
村镇的区级公路密如蛛网四通八
达。全区道路网络体系已日臻完
善。

一座城市有了水，就有了灵
气。港闸区四面环水，五河交汇，这
是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为了充分
发挥河流湖泊在美化城市中的重要
作用，区政府投入巨资，大力开展河
道疏浚整治攻坚战，昔日的臭水沟
一扫而光，过去的黑池塘不见踪
影。横跨运河的8座大桥，遥相呼
应，贯穿南北。

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改革
开放之前，港闸区居民小区寥寥无
几，高层建筑更是凤毛麟角。如今，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广大
农民实现了从村民到市民的华丽转
身，一个又一个居民小区如雨后春
笋破土而出；一幢又一幢住宅大楼
如芝麻开花节节攀高；“五水商圈”
的地标性建筑也如追星赶月拔地而
起……

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港闸
区先后实施城建项目237个，完成
投资355亿元。城区面积由5年前
的22.5平方公里拓展到49.2平方
公里，整整翻了一倍多，城市化率也
由改革开放前的9.2%提高到95%。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一个城
市，如果缺少了绿色，就缺少了精、
气、神。

10多年来，港闸区委、区政府
以人为本，心系民生，以大视角规
划、大手笔投入、大力度推进的大气
魄，全力实施城市生态环境工程，倾
情打造城市高颜值“绿色标志。”高
质量的绿色发展，为人民群众带来
了极大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如今，“十米见绿，百米见水，千
米见园”的宜居环境，已成为港闸新
城最亮丽的“城市名片”，“推窗见
绿,出门见水，抬腿入园”，也已成为
港闸居民的生活常态。

“南通向上，生活向北”“城市向
北，越来越美”，这是人们对今日港
闸最形象的概括。我们坚信，要不
了多久，一个经济更强、百姓更富、
环境更美的现代化绿色之城——港
闸新城，必将如一颗“绿宝石”闪耀
在上海北大门的胸前！

我自豪，
我是港闸人
■鲍冬和

春风来了，从冬天里淌出的河
流生动起来了，从朔风中醒来的树
枝吐出来嫩芽，人们脱去厚重的旧
棉衣抖擞精神走在阳光里……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这是四十年前中国走向
改革开放的真实写照，这是我们
四十年里取得令人瞩目发展成就
的历史原点。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
是四十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追赶
超越、争当先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重托和历史厚望。大江大河环
绕134平方公里的港闸大地，38
万港闸儿女生生不息，他们用坚
韧的品格、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土
地上写就令人难忘的历史辉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闸还
是南通制造工业基地，第一产业
占比还有相当比重。国有骨干产
业如纺织、造纸、油脂、醋酸、冶
炼、酿酒、自行车、机械配件、轴
瓦、碳素、化肥、船舶等制造业基
地、火力发电等等在这里云集；那
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依靠北大门
交通优势，建成建材市场、汽车品
牌集群交易市场，服务南通，辐射
苏中，市场活力激发，财税收入不
断增加；建成港闸经济开发区，广
开大门，吸引外来投资，扩大对外
出口，探索并积累了对外开放的
路径和经验；

……
随着集约型发展的时代要

求，科技进步时代脚步的迅即到
来，传统产业集聚的优势渐失，粗
放型的生产方式面临淘汰，港闸
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历史阵痛。
一边是天空烟尘滚滚，河道污染
严重，部分企业必须关停或改造；
一边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天蓝
水清目标必须实现。

于是，经过数年埋头苦干，砥
砺奋进，港闸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进一步优化，经济要素充满活力，
发展空间储足后劲，生态环境提
档升级，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于是，港闸区委、区政府致力
推动经济转型，聚焦富民，增进民
生福祉。五大工作不忘初心，五
大“计划”砥砺奋进，“十大民生
许诺”件件温暖人心。

于是，经济发展势头好，提质
增效亮点多，重点产业发展快，项
目建设成效明显，载体优势日益
凸显。五水商圈、北大街商圈日
渐成型，市北科技城、南通科学工
业园等六大产业板块建设速度加
快。从昔日的郊区，到今天雄姿
英发的市北新城；从当年人们宁
要城里一张床，不要这里一间房，
到今天“南通向上，生活向北”的
购房热潮；从过去的老工业基地
破败不堪，到现在充满人文气息

的时尚文化街区；从土地各据一
方的分散格局，到统筹建设的万
顷良田，等等。

同样的土地，为什么释放出
如此巨大的能量？同样的港闸，
为什么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如此
深刻的变化？同样的天，同样的
地，为什么天地之间生长出如此
让人惊叹的变迁？

俗话说得好，观念一变天地
宽。答案是清晰的。

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
勇于突破的新动能；没有思想解
放，更不可能开拓事业发展的新
境界；没有思想解放，我们便无从
谈起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
谋福祉的政治抱负。

今天，应以怎样的崭新业绩
来报答改革的历程，来更好地纪
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难忘的日
子？我们必须自觉地用党的十九
大精神筑牢砥砺奋进新时代的思
想之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以新
时代的新目标激发我们再出发的
强大动能。

再出发，前途光明!再出发，
我们豪情满怀！

此时，我从大江东去奔腾的
浪花里，领略到只有解放思想才
能汇聚磅礴力量，才能实现伟大
的梦想！

思想解放的力量
■仇红

我是土生土长的港闸人，
与“白天工作在港闸，晚上睡觉
在崇川”的许多同事不同的是，
我出生在港闸，工作在港闸，还
一直居住在港闸。倒也不好觍
着脸说我这样是因为热爱港
闸，实在是因为没买得起房上
城的缘故。

人到中年，就开始注重保
养，这不，爱上了徒步行走。可
惜住处周边无濠河环绕，绿径
通幽，在哪里走便成了问题。
五年前，小区东边的幸福竖河
两侧建起绿化带，于是，我便天
天早晚去那边跑步、溜达。时
间一长便有些腻味，小河太窄，
步道太短，跑不过瘾。2014年
9月初，网络爆出市北高新(南
通)科技城千亩待开发地块向
日葵全面盛开，吸引了不少游
人前来观赏的消息。我也寻迹
前往，果真好一派田园风光，大
饱眼福之际又发现了一健步好
去处——宝月湖。漫步湖道，
花树、竹林相映成趣，山石、喷
泉点缀其间。环湖一周，正好
一个小时。一路走来，清静柔
美之幽与田园风光之暖相互交
融，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想不到我家往北两公里多会有
这样一个风景绝佳的生态公
园、天然氧吧,于是，成为我休
息日行走健身的标配。

2015年初的一天，我和朋
友在探险王国看完灯展，去运
河绿廊散步，抬眼远眺，月出东
山之上，徘徊头牛之间；环眼四
顾，华灯璀璨，岸边流光溢彩，
清风徐来，河中波光粼粼。昔
有苏轼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
下，今有港闸新人携友漫步于
运河之畔，一时间光影交融，古
今汇通，好一派诗意景象。此
后，我便经常晚饭后开车到绿
廊走走，边走边想：不经意间，
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东有幸福
竖河，北有宝月之湖，南有运河
绿廊成为我们休闲生活的好去
处。

居于形胜之地，健步兴致
与日俱增。一日突发奇想，何
不用一天时间走遍一湖两河，
既不负沿途美景，又创造我个
人徒步史上新的历史纪录。这
天清晨，我开始了我新的徒步
计划。早饭前在幸福竖河跑步
两圈，微汗，回家冲个热水澡，
顿感神清气爽。早饭过后，徒
步走向市北绿地。时维三月，
序属暮春，新枝吐蕊，春林初
盛。眼看木棉花开，耳听下载
小说，身边流水潺潺，步履尤其
轻松。绕遍宝月湖后，我继续
往北行进，眼前是大片芦苇
林。芦苇抽出绿叶，显示出勃
勃生机。不时有一两只白鹭从
芦苇深处惊起，飞向蓝天。行
进途中若是感到吃力，或驻足
留影，或石凳小憩，随意为之，
好不自在。回到家中，正是午
饭时间，饭后一个好觉，又觉精
神抖擞，于是步行走向运河绿
廊，直走到最东头才兴尽而
返。晚上，一家人去万达逛
逛。我一想这边的绿廊还没走
过，索性把万达南首的绿廊也
走了个遍。回到家中，一看步
数，50079 步，居然突破 5 万
步，果真创了新高。五万零七
九，“我望你持久”，好一个富有
喻意的谐音。是的，如今的我，
愿意身在港闸、行在港闸到永
久。

行在港闸
■周建军

当你穿行港闸大地，你会惊
喜地发现，这里水碧、岸绿、空气
清新，一幅生态美的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港闸区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誓让
生态环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

“高素质”双赢。
2018年5月14日，港闸新兴

热电厂120米高的烟囱被成功爆
破，巨大的轰鸣声震撼着人们的
心。它表明港闸“向环境污染宣
战，保净土绿水蓝天”又迈出了坚
定的一步，治理大气污染取得标
志性成果。

河流纵横、港汊交错，港闸有
着令人迷恋的水乡风光，但也产
生出一些让人焦虑的环境污染问
题。区委、区政府根据各河段状
况，通过实施污水截流、河道清
淤、水质净化、生态修复等系列措
施，建立三级河长制，层层压实责
任，以“河长制”推进“河长治”，还
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0公里长江岸线，30公里运
河线，现已岸柳成荫，300公里河
道水网，清波荡漾，让人真切感受
到绿色港闸的魅力。

秉持“自然、律动、绿洲”的理

念，突出“大气简洁、层次分明、色
彩斑斓”的特点，强化六大推进举
措，着力打造体现自然风貌与地
方特色相结合的绿色生态廊道。

以“生态梦”践行“中国梦”。
现今全区拥有公园10座，位居全
市前列。绿意幽谷、长虹卧波、陌
上红妆、秋染韵城、兰苑雅风、古
港花都……一旦走进这些诗意弥
漫的景观，美不胜收，如今都成为
城市版图上醒目的风景。

天更蓝、地更净、水更绿，共建
美好家园，港闸区以环境治理倒逼
产业转型升级，以发展方式之变根
治环境问题。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全区三大转型考核指标体系，建
立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机
制。深入开展“263”专项行动，推
动“长江大保护”，开展“三河三行
业”“散乱污”企业等专项环境整
治。一项项举措铿锵有力，一个个
行动落地开花，成效显著。

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
获得感。万顷良田奏出人与自然
的和谐乐曲，成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生动范例；陈桥街道获得
国家级“生态乡镇”称号；唐闸镇

街道等6家创建单位通过了省级
考核。

“进则城市繁华，出则自然宁
静，独占运河江景，执掌生态核
心，畅享无限观景视界，绿色生活
诗意盎然。”这是一位诗人对港闸
优越生态的精妙概括。这片热土
用执子之手构筑信任，传递温情，
催生幸福感，萌发归属感。点滴
作为、持续发力，一个“业兴、城
美、居乐”的港闸正绽放芳华。

这里的楼房，被包揽在天然
氧吧之中。现代建筑塑造着港闸
新形象，以绿色唤起人们欣赏、尊
重和顺应自然的态度，为百姓圆
了生态水景生活的梦想。让人们
诗意地栖居，一个更现代、更宜居
的港闸，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港
闸，一个独具魅力、充满希望的新
城正雄姿英发。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宣示：还
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还给
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
象，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
风光。今天，我们生活在港闸大
地内心有着更深刻的体验，眼里
看到更笃实的践行！

书写港闸生态美的华丽篇章
■姚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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