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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窗口”的打造，离不开每
位推窗人的辛勤付出。

近日，苏州广电总台《梦想成
真·我的2021》栏目再次聚焦平望
身残志坚的创业典型陆鸿，讲述他创
办企业、带领员工致富的故事。去
年，陆鸿搬新厂、开直播，闯出一片
新天地，也获得全省道德模范提名。
陆鸿如一扇窗，透过他，我们为这个
身残志坚的群体而感动；透过他，我
们真切感悟“平和、安德、勤行、致

远”的平望精神。
如陆鸿一般，万千奋斗者、追梦人，

共同推动着平望发展进步。去年8月，平
望镇启动“最美平望人·最美推窗人”评
选活动，以“平望·四河汇集”建设为引
领，聚力打造与“最美窗口”相适应的创
新、人文、生态、宜居、善治高地，助力开
启实现运河名镇·美丽平望梦新征程，最
终评选并授予12名个人和4家单位“最
美推窗人”称号。

拥有200多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及30多项软著，填补多项国内空白，帮
助企业通过“智能制造”实现“机器换人”
的“领头雁”；潜心钻研中医26年，积累
了丰富中西医治疗皮肤病经验，江苏省
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百姓口中的“好郎
中”；用脑思考“拆违艺术”、用脚丈量大
地，敢于碰难、碰硬，坚决刹住城乡违法
建设的不正之风，建设美丽平望的“忠诚
卫士”……一扇扇窗口的背后，是一群群
辛勤耕耘的人，他们是平望发展的真英
雄。正是每个人的付出，推动了平望镇在

全国百强镇排名中不断攀升。
万千个体，成就一座城。一座城，

以最好的礼遇回馈每个人。老旧小区改
造惠民，人才公寓留才，学有优教扶
幼，病有良医康养，文明典范创建……
平望，正以品质立镇，加快绘就水乡人
居文明典范新篇章。“接下来，要紧扣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把已经取得的
成绩作为新的起跑线，以精益求精的匠
心绘就四河汇集‘最美画卷’。”平望镇
党委书记戴丹说。

人——壮志开新天，最美来自推窗人

聚焦“水、岸、城、村、人”共生共荣
——古韵悠悠的运河名镇成长记

通讯员 刘森

漫步“平望·四河汇集”之京杭大集，每走一段，总能迎头“撞”见些古风遗韵、运河烟火；深望几眼，便会心醉神驰于诗画江南、灵秀水乡。
6000多年人类活动史，650多年建镇史……要说运河记忆和文化乡愁，平望的“老底子”实在厚！
运河千年，悠悠古韵。然而，与“从前慢”的老辰光不同，今日平望，地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两大国家战略交汇，经济社会发展的

速度稳且进；打造水乡人居文明典范与共同富裕示范，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要足。在此前提下，怎样求解“传承”与“创新”这道必答题？这就要从
“水、岸、城、村、人”中寻找，那已融入街巷肌理、氤氲于市井烟火的共生共荣答案。

从高空俯瞰，平望仿佛一面掉落
的镜子，碎片散落一地，阳光下熠熠
生辉的是327条河道、54个大小湖
泊，30%的水域是大自然给予平望的
丰厚馈赠。穿镇而过的京杭运河、新
运河、 塘河、太浦河，在此交织出
四河汇集胜景。去年1月12日，苏
州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苏州“运河十景”建设正式启动，

“平望·四河汇集”作为吴江唯一入
选点位，揭开运河古镇发展新篇……
围绕做好水文章，平望从治、护、用
等方面综合施策，全力守护生态基底
和一方安澜。

治好水环境。作为“中国纺织织
造名镇”，纺织业是平望重点打造的
百亿级产业之一，全镇有近1500家
在册工业企业，类型主要为纺织、印

染等行业，在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同
时，给水环境治理带来了较大压力。对
此，平望持续推进喷水织机专项整治工
作，2021年共有49家企业提交了搬迁
申请，涉及喷水织机 2907 台，核减
840台，中水回用率达到70%；同时，
坚持工业、农业、生活“三水”同治，
开展水系优化和清水引流，实施3个老
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完成11个点位
的城镇生活污水改造治理；对中心河、
东溪河、古运河3条河道开展清淤，积
极推进黑臭河道治理销号，建设生态美
丽河湖12个，坚决确保国考断面水质
达标……通过不懈努力，2021年下半
年以来，新运河国考断面各项考核指标
显著提升，其中6月、9月单月考核为
Ⅱ类水质，高锰酸盐指数为3.7mg/L、
2.8mg/L， 总 磷 为 0.082mg/L、

0.065mg/L，达到历史同期最佳水平。
护好水生态。平望坚持每日 （昼

夜）出动至少十人次，对区域内工业企
业、工地、河道、管网进行排查，重点
查看印染及喷织企业、砂石码头、船舶
维修、施工工地、居民小区等工业及雨
水排口；每日对盛泽、震泽上下游及平
望3条河道6个断面进行采样分析，时
刻掌握水质动态；严格实行排污浓度和
总量控制，通过 IC卡总量控制系统，
实现印染、纺织企业刷卡排污和超总量
排污报警。同时，镇三套班子领导带队
开展巡河工作贯穿全年，用脚步丈量河
湖，落实长效措施，守护“最美窗口”
基底。

用好水文化。良好的水环境是最基
本的公共产品，在保障好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同时，平望以水为脉深耕运河资

源，扛起运河文化传承弘扬大旗。在流
淌千年的古运河边，2021年11月6日，
吴江运河文化旅游节平望主题日举办，
主题日已连续举办多年，此次因“平
望·四河汇集”而与众不同。活动现
场，大运河国家数字云平台之运河星球
@江南运河平望段、大运河的平行旅程

“从大航海到大运河@全球化辣椒”学术
展&生活节启动，“苏州人游苏州”秋冬
季运河产品展等多个活动及产品发布。
在大龙荡，依托3000亩优质水面，每年
端午佳节举办龙舟赛成为传统，也吸引
了众多专业水上运动团队进驻训练、比
赛。过去一年，平望以争创国家4A级
旅游景区为突破口，将运浦湾、京杭大
集、大龙荡、长漾里等景点穿珠成链，
成为展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江南文
化”品牌塑造的“最美窗口”。

水——宛在水中央，精心做好水文章

2021年 11月 18日，由江苏省
政府新闻办、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举办
的GO jiangsu海外社交媒体粉丝采
风活动走进太浦河与新运河交汇处
的运浦湾，了解平望推进岸线整
治、打造生态绿色新典范的生动实
践，感受运浦花园建设发展成果。
现场，采风团成员纷纷为运浦湾风
光秀美而赞叹。

时间回到2018年之前，当时如
果你站在平望大桥往下看，奔腾流淌
的太浦河水旁，是成片连接的“散乱

污”企业，近河却不见河。“这里地处
太浦河和京杭运河复合段，水陆交通方
便，导致辖区内‘散乱污’企业横行，
主要为船舶维修、中介、码头等行业，
脏、乱、差现象普遍存在，周边居民怨
声载道，拆除取缔的呼声日渐高涨。”
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沈强介
绍说。

多年来，平望镇紧盯太浦河等沿线
环境，率先成立综合整治办公室，统筹
资源、整合力量。2018 年初，启动
1000个点、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8大

片区“散乱污”整治工作；2019年，
持续深化区块整治举措，坚持“五个先
拆”原则，全力推进7个重点区块、3
个重点行业、17 个村级区块的“三
治”整治任务。整治中，坚持水里问题
在岸上找根源，结合河 （湖） 长制、

“263”、“三治”等整治任务，制定太
浦河流域综合整治计划，以钉钉子精神
逐一攻破，累计拆除近百万平方米，
运浦湾由作坊林立蝶变为美丽花园。
去年，由“两路两河”拓展至“四河
四荡两路”区域，全年累计拆除各类

违法建设点位793个，面积40余万平
方米。

如今徜徉在运浦湾，一望皆平、绿
意盎然。中鲈村村民杨老伯感触颇深：

“原本这里都是一些船舶维修、中介、码
头，满地污水横流，站在这儿根本看不
到太浦河。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座公
园，附近的老百姓都喜欢晚饭后来这里
散散步。”

结合四河岸线整治，平望同步建设
10公里环镇绿道，还水于民、还绿于
民，让居民在亲水休闲中共享生态福利。

岸——细草微风岸，一望皆平展新颜

京杭大运河自平望向南到钱塘一
分为三，历史上造就了水运时代“大
商巨舶”“百货凑集”的“巨镇”，被
阮仪三教授赞为“大运河沿线历史城
镇中，传统运河空间尺度保存最好，
城镇与运河空间联系最为密切的一
座”。如今，古镇的肌理犹在，也是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街区面
积13.6公顷，现有历史建筑32处，
面积约7.15万平方米，文物古迹13
处，较好地反映了平望作为明清时期
江南运河商贸重镇的历史风貌。

修旧——围绕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平望坚持修旧如旧原则，用

“绣花”功夫精细雕琢，引入符合运河
文化气质的新业态，让古韵今生。去年
6月26日开业的京杭大集就是代表作
品。作为平望·四河汇集的核心项目，
京杭大集由江苏省文化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旗下江苏大运远见文旅发展有限
公司、平望镇人民政府、江苏远见控股
集团共同打造，以“大运河畔的平行旅
程”为核心理念，打造动态型策展式运
河文旅目的地。京杭大集保持原有肌
理，将新业态和老生活有机融合，老粮
仓等处如今成为公共文化多元承载的重
要载体，在这里可以举办展览、市集、
活动、研学等，味道博物馆遵循运河小

镇的粥、面生活，玖树·平望驿馆采用
分布式酒店管理，游客可以选择住在粮
仓、住在书房、住在浴室等，为原来的
历史遗存空间找到新的打开方式。京杭
大集的一系列创新体验项目，让古老运
河的生活场景和现代产业相融合，让美
丽的景致变成美好的生活，让古运河成
为新的“打卡地”。

布新——不远处， 塘故道与古渡
的所在处，一座以木为柱、水纹玻璃为
顶的现代廊架与渡口潺潺流水相互应和
着，棚架的水痕光斑、水景的流泉落
涧、地面的参差弹石、乌桕苇荡的金风
秋意，再现出“ 塘雨，明柳黛春山。

洲畔落花轻似梦，圩间翠带碧如烟。”的
清幽意境。这里是去年11月投用的“平
望·四河汇集”新八景之一“ 塘新
渡”，实现了集散广场、水陆换乘的功
能，让故塘重获新生。作为吴江运河文
化旅游景区的核心点位，如今，“ 塘新
渡”与周边的“江南名刹”小九华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德桥、京杭大集等交
相呼应，共同融入三环一带优质环境，串
联最精华的优质环线，助力呈现专属于平
望“望江南”的动人故事场景。

同样带来惊喜的还有刚刚试营业的
渔光曲·渔市餐厅，正在修复中的殊胜
叠泉，不久的将来也将绽放新颜。

城——古貌依旧在，精细雕琢绽新姿

“乡村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去
年12月 15日，央视农业农村频道
《我的美丽乡村》栏目播出了《庙头
村里的田园博物馆》，将镜头聚焦坐
落在平望镇西的庙头村。庙头村依托
三面环水的发达水系，肥沃的土壤，
成为发展农耕产业的绝佳地点。
2018年，平望镇邀请浙江大学对庙
头村重新进行了规划，逐步形成了果
之源、渔之源、绿之源、养之源和桑
之源“五源驱动”发展的大格局，并
引入村上等农文旅品牌，打造成为远
近闻名的特色旅游乡村。这样的变

化，让村民感受到“浓浓的幸福”，也
让周边游客络绎不绝来打卡。

乡村振兴要做好“美环境”“种风
景”大文章。平望镇联合浙江财经大学
在全省率先落地并滚动实施长三角大学
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聚焦农民群众普
遍关心的人居环境问题，乡村出题、高校
答题、真题真做。去年，第一期来自全国
19所高校的120多名学子担任驻村设
计师，共同为平望镇庙头港、茂才港和村
前港的河岸两侧景观、庭院、店铺、外立
面等进行创意设计与改造，极大地提升
了村庄景观风貌，丰富了村民娱乐活动，

打造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平望样板。
就在上个月，第二期长三角大学生

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平望·文化赋能专项
赛正式开工。来自苏州大学、南昌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等的30支
高校团队带着创意，开启文化赋能乡村
之旅。不久的将来，以“回忆往昔，编织记
忆”为理念，运用渔网和梭子等元素，向
人们展示传统工艺的魅力，并提供交流、
漫步、健身以及休息放松的空间；以“时
光中的故里”为设计主题，将主体建筑融
入自然，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使人置
身于自然当中，感受自然魅力，打造滨

水休闲空间；选取代表江南文化特色的
荷塘、竹林、流水等元素，对历史文化
场景以现代化的设计语言重新演绎，打
造采采芙蓉华、集之以为裳的江南记忆

“织梦江南”……这些都将带给我们不一
样的诗意栖居。

书写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平望镇
研究制定三年行动计划。以项目化运作
集体资金，村集体收入攀新高；以合作
社为组织，增加村民致富渠道。在庙头
村，首个劳务合作社成立运营，未来还
将有更多合作社应运而生，成为新的创
富带富组织。

村——创意赋新生，乡土故园今胜昔

本版摄影 陈军

平望镇党委书记戴丹带队巡河。

“平望·四河汇集”之运浦湾景色。

塘新渡夜景。

庙头村景观小品。

陆鸿在车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