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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医文化的全面复兴，
“吴江中医”的优质资源亟待整
合发掘、发扬光大。今年，异地
新建吴江中医院提上议事日程。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总体规划
（2017-2030）》已在大龙荡东
侧、太浦大道南规划地块，作为
吴江中医院重建地址。新建医院
占地140亩，床位达800张，争
取将其建设成为苏州市内一流、
重点学科在吴江区医疗市场有相
当口碑、具有中医特色的三级中
医医院。医旅融合，将是未来平
望发展的大势所趋。

在吴江中医院的发展历程
中，特色中医医疗卫生服务品牌

打造历久弥新。坚持“中医为
主、中西结合、重点突出、兼顾
一般、整体推进”的思路，以临
床常见病、中医优势病种、疑难
病为研究重点，总结并筛选中医
及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方案，具
有较高的中医药临床疗效和服务
能力；以循证医学手段，落实中
西医结合的研究，形成了吴门医
派传承基地；针对预防保健和康
复的大量社会需求，以核心特色
的中医专病诊疗技术组建预防-
医疗-康复的技术队伍，多学科
联合，将“治未病-体检-传统
疗法-慢病管理”进行整体规划
并协调发展，形成了中医院预防

保健、医疗、康复一体化服务网络
体系。

如今，凭借“医联体”建设中
医人才队伍和技术引进的东风，吴
江中医院提出以“学科联合体”为
主要工作单元，引领吴江中医医疗
的发展，振兴吴门医派，培养和打
造中医特色专科和新一代名医；牵
手上游，依托上海、南京等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苏州市中医院等的
一流专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医院
目前拥有多个互联网诊间，可与其
他医院和合作医师实现远程医疗，
成为中医联合体运行平台，引领吴
江区中医事业，助力吴江地区中医
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医疗资源整合：守望平望中医传承
本报记者 孙跃勤

平望古镇区，以古运河、安
德桥、群乐旅社等历史遗存为核
心。该区域既是平望人乡愁记忆
的所在，也是小镇文化传承和创
新的依托。

近年来，平望镇突出规划引
领，扎实推进江南古镇与现代城
镇融合发展，深入挖掘古运河等
历史文化遗产，整合古镇、古
桥、古寺等优质资源，推进古运
河（安德桥）景区和小九华寺基

础设施等重点工程建设。在建设
过程中，小九华寺作为重点修缮
和建设对象，其藏经阁等建筑落
成，为平望镇创造了书画、禅
茶、素斋等禅修养生的载体。而
随着古镇南大街改造、安德桥修
缮完工、莺湖景区景观改造等工
程落地，昔日的江南重镇，具备
了休闲、养生、旅游的基础条件。

此外，古镇业态也不断丰
富，通过整合产业和区域旅游资

源，以精致休闲业态带动旅游发
展，引导培育一批平望美食、特色
民宿等业态。以修复一新的群乐旅
社为代表，充分挖掘平望古桥、古
街、古镇、古运河等自然和人文资
源的文化内涵，又以保护生态资
源、优化公共服务和土地集约利用
为前提开发和丰富古镇业态，实现
产业、生态、文化、旅游和社区等
功能融合，一个宜居、舒适的小镇
重现运河之畔。

运河古镇：文旅融合优化宜居环境
本报记者 孙跃勤

平望高效农业示范园庙头
村，是全镇着力发展特色农业和
现代高效农业“主战场”。园区
规划总面积11800亩，总投资
4.67亿元，建成特种水产5135
亩、优质粮油3517亩、品质蔬
果园艺1630亩、精品蚕桑1000
亩、休闲观光205亩、其它综合
用地315亩，包括科技渔业生产
示范区、高标准粮油生产区、设
施蔬果生产区、精品蚕桑示范
区、农耕文化展示区、新农村建

设示范区、生态休闲观光区在内
的七大功能区。以此为中心，整
合农业资源，培育农业种植，开
辟采摘和垂钓设施场地，聚集餐
饮养生、中草药种植、无公害和
绿色有机农作物种植，以农旅融
合打造农业休闲养生板块。

当农业站上健康产业的风
口，生态红利得到放大。深耕高
效农业示范园，建立园区管理机
构、引进入园农业企业、强化科
技创新服务、加大项目设施投

入。凭借良好的有机农产品和中草
药种植生态，拓展农家休闲养生业
态，将健康文化、乡村旅游和自然
生态相融合，让农业健康文化的种
子深植在平望的田园乡村，有效推
动农民增收。

此外，通过积极发展精品果业、
蚕业、水产等，推动农业产业增值，
延伸产业链，发展特色有机农产品
种植与饮食，吸引农户参与到健康
产业中来，形成具有生态气息与商
业活力共赢共生的农家乐格局。

特色高效：农旅融合普惠田园乡村
本报记者 孙跃勤

平望有两条运河。一条古运河与老镇相
守相依，一条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恰似两
条大动脉，一条维系着历史的风华，一条搏
动着当代的繁盛。平望的城镇肌理也依运河
而生，沿岸诗书文脉的流传、商贸交通的经
营和水乡人家的生活也如运河之水，生生不
息流淌千年。

古运河、安德桥、老街和庄严的小九华
寺又与平望的母亲湖莺脰湖融为一体，构筑
起平望这座江南重镇的恢弘格局。与老街隔
河相望，平望名医秦东园的故居里，后人还

在实践着“但愿人皆健，何妨我少钱”的传
家美德。平望中医，发源于著名的吴门医
派。吴门医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吴江作为其发祥地之一，在清代出了吴
中十大名医之一的著名医家徐灵胎，近有金
储之、马云翔、钱星若、宋若霖等一代名中
医。1924年，吴江县中医公会成立，秦东园
任第一届执行委员。平望中医及皮肤科在周
边地区有口皆碑。吴江区中医医院现有江苏
省重点专科2个（皮肤科和骨伤科），江苏省
基层医院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单位1个（心内

科），苏州市级重点专科1个（肛肠科），吴
江区级重点专科3个（心内科、内分泌科、
肾病科），区级重点专科建设单位1个（消化
科）、特色专科1个（脑外科）。虽然距离吴
江中心城区有一定的距离，但吴江区中医医
院深厚的医术积淀和扎实的业务水平备受追
捧，年门诊量已经突破70万人次。

医者，仁术也。或许是一方水土的滋
养，提倡“人生佛教”，一生践行舍己利人饶
益有情的太虚法师便由此出家。如今，香火
旺盛的小九华寺，已经成为禅修文化的圣

地。每年的地藏法会，都能吸引数千人来平
望佛事参拜。平望已然成为周边繁华都市人
修身养性的绝佳去处。

在平望镇的体育运动史上，曾涌现过很
多现象级的选手。1923年8月26日，为筹建
平望公共体育场，螽斯港小学筹款演剧八
天；1963年，全镇成立工人篮球队5支，一
年中组织较正规的篮球、乒乓球比赛36场；
1975年由镇工会建造灯光球场，经常在此开
展群众性的体育比赛，特别是篮球比赛最为
群众所喜爱，1983年在该场地举办全县职工

篮球比赛；1980年，工会举办球赛、棋赛、
火炬赛、冬季长跑赛和通讯赛；1985年，吴
江皮革二厂组建敢于拼搏的女子篮球队，被
赞为“妈妈篮球队”……时至今日，平望民
间群众体育活动广泛涉及打拳、玩兵器、举
石担、舞石锁、弈棋、球赛、羽毛球、跑
步、太极拳、养生操等项目，各种赛事更是
层出不穷，无论是全镇性的大型比赛，还是
村级、单位、企业举办的业余赛事场场火
爆。平望的新世纪广场，更是获评全国首个
乡镇特色文化广场。

来自历史与地理的馈赠来自历史与地理的馈赠 城水相融城水相融诗意生活诗意生活

近年来，平望镇潜心打造，将古运河与
莺脰湖天作之合，变为城镇环境优质资源，
以优良的生态禀赋，呼应平望钟灵毓秀的人
文历史资源。向外延伸，联动大龙荡，平望
两大公园依水而生，因水而活。

莺脰湖生态公园总面积15.7公顷，总投
资预算3亿元。生态公园规划有“一线、两
带、三区、多节点”。“一线”即为临湖路，

“两带”是由临湖路分隔而成的南侧滨湖风光
带和北侧道路景观带，“三区”为综合服务
区、生态慢行区和滨水休闲区，“多节点”指

遍布生态公园的景观文化节点。公园建设
突出敞园透绿的开放式公园理念，让百姓
共享生态福利。园内有健身步道、休闲广
场、市民休闲中心等设施，可满足居民亲
水、健身、休憩等多元需求。2016年7月1
日，莺脰湖生态公园主体开园。作为平望
镇居民户外休闲活动的主要场所，莺脰湖
生态公园同时串联古运河景区及其它滨湖
景点，成为莺湖文化旅游度假区的生态核
心。

大龙荡田园体育运动公园一期包括自行

车赛道、健身步道和绿化景观即将启动建
设。利用莺湖AAA景区的优美自然环境和
大龙荡良好的水质，辅以现代旅游基础设施
的建设完善，两个“水上公园”将平望新、
老镇串联起来，形成一大片、一整块休闲生
活和运动旅游区。

平望水路格局为三河交汇，京杭大运河
穿平望而过， 塘河与大运河相通，由平望
通往湖州，太浦河则沟通上海。平望中医、
美食和灯谜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最著名的，
还数运河文化。平望依傍运河而建，生态保

护、历史传承始终是发展的底线与宗旨。近
年来，平望镇着力写好“水文章”，完成了

“碧水工程”三年计划任务，形成“3+7”工
业污水处理站点布局和“1+X”治理模式；
完成“畅流活水”一期工程；加强城乡生活
污水治理，镇区生活污水厂和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站点陆续投入运营；抓好大气污染防
治，开展重点领域整治，完成工业燃煤小锅
炉关停年度任务。今年以来，全镇上下又以

“263”专项行动为契机，铁腕治污取得显著
成效。

环境建设方面，平望镇以重点民生工
程为抓手，先后完成多条老街改造等工
程，促进整个平望城镇面貌的提升。去
年，平望获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在此基
础上，依托安德桥、群乐旅社、小九华
寺、梅堰龙南村落遗址等保护建筑，引入
集创业服务、商务商贸、文化展示、交往
空间等综合功能的小镇客厅，植入健康旅
游元素，建设文艺复古风主题慢行街区，
打造全国著名运动养生度假和创意文化休
闲新古镇。

构筑健康文化体验高地构筑健康文化体验高地 城镇建设仪态万方城镇建设仪态万方

细数平望的产业基础，从运动保健产品
的设计研发、工业制品的有效支撑、农产品
生产制造到中医保健与养生服务体验，直至
文旅休闲等延伸，与大健康产业都有契合之
处。加之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等技术手
段，推动主导产业全链式延伸，配套发展相

关协作产业，大健康产业在平望的布局崭露
峥嵘。

从产品生产、服务提供、信息传播、医
疗服务、医药保健、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体育服务、健康咨询、现代农业，到旅游功
能集聚，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产、城、人、文四位一体，
一个通运新城呼之欲出，“医养文旅农商”一
体化的健康立体产业集群，为平望“经济强
镇、文化立镇”的发展注入无限生机。

平望镇正深入梳理古镇历史文化因子和
优质的田园乡村生态，围绕大健康产业，结

合平望现实基础，精准定位，构筑优美而有
温度的城镇新形象。通过整合莺脰湖景区、
周边古镇区域和大龙荡水域周边区域，覆盖
龙头企业所在的中鲈科技园以及平望高效农
业示范园，依托湿地水绿相间的生态环境，
以中医健康文化为核心，以“健康+医疗服

务、医养结合、体育运动、养生旅游、食药
保健”为特色品牌，带动发展“医养文旅农
商”一体化的健康立体产业集群。平望镇的
目标是通过3—5年的努力，打造自然、产
业、人文和社区深度融合的复合型活力小
镇，独具特色的国家AAAA级景区。

产业实践走出融合之路产业实践走出融合之路 通运之态蓄势而发通运之态蓄势而发

从传统产业，到常绿常新的纺
织工业，再到代表“平望制造”的
龙头企业。致力于做强工业，做活
服务业，做特农业，壮大一批主导
产业，打造一批龙头企业，培育更
多细分行业的“单打冠军”，平望
的产业升级之路走得扎实稳妥。在
不断夯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发挥龙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挖掘产业资
源，提炼“健康平望”的品牌内
涵，为打造“平望制造”的金字招
牌蓄势。

爱慕之美，与女性健康产业协同

位于平望镇的苏州美山子制衣
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内衣领导企
业爱慕的生产基地，曾先后获得江
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高品质
人体工学内衣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苏州市高品质女性内衣高技术
研究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企业研究
生工作站等荣誉和资质。

2015年，爱慕内衣在我国女
性内衣行业市场份额占比最大，在
国内行业地位显著。爱慕内衣工业
旅游点也随之声名鹊起。平望爱慕
内衣工厂集生产、销售、观光、休
闲于一体，服务配置齐全，为女性
提供时尚、优雅、精致的产品体验。

爱慕自建内衣博物馆，博物馆
位于爱慕苏州工厂店2楼，展览内
容丰富，具有观赏和学习功用，包
括女性内衣发展史、爱慕品牌发展
和介绍、爱慕义乳等公益活动、运
动型等各种内衣展示；工厂店3楼
提供有机绿色食品自助，蔬菜、肉
类均由爱慕生态农场供应，目前动
物养殖面积一亩，植物种植面积十
亩。爱慕从展销合一、女性观光旅
游养生等方面已与工业生产形成良
好的协同作用。

红双喜之力，结合体育康养事业

上海红双喜体育用品苏州有限
公司，是红双喜品牌多种国际级比
赛器材的生产基地。公司的乒乓球
生产自1985年开始，已具备30多
年生产经验，1995年，红双喜乒乓
球被国际乒联批准为比赛用球，力
士牌杠铃在1998年被国际举联批
准为比赛用杠铃，红双喜杠铃则是
登上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舞台。

公司推行5S现场管理，生产
现场井然有序，配有专门的供游客
参观学习的走廊。根据上海红双喜

体育用品公司规划，2019年完成全部
工厂转移到平望。公司将建立以运动
体验为特色的红双喜运动博物馆，以
及包含创意文化产品、运动员康养基地
等其他产业链的延伸，使得继续“做
大体育+旅游产业蛋糕”成为可能。

苏州玫瑰园，创新养生+“她经济”

玫瑰园目前拥有500亩恬静有机
农场、120亩玫瑰园花卉市场和6000
平方米同达文化园。通过花道、茶
道、香道、古琴、美食之道、健康之
道、礼道、中医艾灸养生等体验活
动，提倡中医所说的适应季节变换的

“五养”养生原则。此外，玫瑰园还设
有禅意特色民宿。2015年被评为苏州
十大旅游产品之一，其产业特色契合
女性养生市场需求，也是企业创新的
代表作之一。

老字号新生，挖掘平望酱菜的含金量

苏州市平望调料酱品有限公司是
生产酱菜调料的百年老厂，始业于同
治十三年 （1874），系“中华老字
号”企业。现有职工近百人，企业占
地24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0
余平方米，年生产能力5000吨。生产
辣油、辣酱、酱菜、酱油四大类60多
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
区。公司持有的“莺湖牌”被评为苏
州市知名商标、江苏省著名商标。公
司现有种植基地近万亩，带动农户
6500户，种植乳黄瓜、大头菜、辣椒
等，年农产品收购达2500吨，是名副
其实的生态、富民产业。

新材料，让健康生活更美好

江苏澳盛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坐落于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平望镇中鲈生态科技园
内，占地165亩。公司年生产碳纤维
(12K)建筑加固补强布180万平方米，
是该领域的冠军企业。

除了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公司
生产的新型材料广泛用于医疗器械、
运动器材领域。该公司是“江苏省高
新技术企业”，已有多项产品获得了国
家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和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证书。澳盛科技生产的产品
碳纤维轮椅、骨科牵引架、医用床
板、车架部件等，技术先进、质量一
流，在部分细分领域占据市场绝对主
导地位。

产业转型：
打造“平望制造”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孙跃勤

平望因河而起、因河而兴。今年，平望推出
全新的视觉系统，以崭新的标识图形、宣传口号
和引导系统，展现历史人文魅力和发展活力。

“平望”标识图文结合，展现了运河流经的
完整生态水乡聚落格局。图形来自“平望”汉字
字型，中部笔画连贯，描绘了川流不息的大运
河。图形上部左侧是中国传统的屋檐，右侧演变
为现代都市建筑样式，下部则是护栏造型，表达
了对运河与文化的保护与珍视。整体图形的寓意
是大运河之上连接古今、贯通城乡纵横数百年的
古镇风貌，图形展现了运河流经的完整生态水乡
聚落格局。运河线条采用三种主要的色彩。蓝色
代表的是过去，运河水文化是历史；绿色代表了
从过去到今天，运河流淌带来繁荣与丰裕；明黄
色代表今日到未来，充满无限希望和想象的敞亮

的未来。
平望宣传口号为“通运江南 缘来平望”。可

以说，平望是古运河与江南最美的邂逅。历史
上，平望依托古运河交通，商船舟楫络绎不绝，
成为江南重要的水运枢纽。如今的平望，不仅拥
有发达的水运功能，陆路交通四通八达，是江南
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字同时也有通
达、通惠之意，显示平望人安德淳朴的本性。平
望小九华寺的江南佛教文化也是运河文化的延伸
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因机缘巧
合在平望小九华寺出家为僧。“缘”在佛教中指万
事万物万象变化发展的起因，是导致一切事件的
缘由，是奠定一个事物走向的因缘。平望希望以
此口号，表达广交朋友，各方结缘，共创未来的
美好意愿。

新 标 识

新 目 标

新 形 象

全新视觉系统亮相

许金荣许金荣摄摄

莺脰湖生态公园莺脰湖生态公园。。（（陆文龙陆文龙摄摄））

爱慕工厂店爱慕工厂店

从 5000 年前龙南原始
村落走来，于明朝洪武元
年 （公元 1368 年） 建镇，
平望因运河而生，因运河
而繁荣。运河之于平望，
恰似中医关于健康的论
述，气血流通，则关节疏
利，身强体壮。

事实上，平望镇不仅
有着悠久的运河文化，同
样也是吴门医派的发祥地
之一。早在1951年，吴江
第一座公立医院——平望
联合医院 （今吴江区中医
医院） 在平望初建。历经
半个多世纪滋养润泽，中
医养生、运动健身的健康
观念深入人心，这一方水
土也因此涌动青春活力。
传承历史，创新发展。近
年来，平望以“三五五”
战略为引领，着力打造产
业创新、三产协调、生态
绿色、格局开放、发展共
享的枢纽型强镇。

通运江通运江南南 缘来平望缘来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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