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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弄一策”精修细改，留住乡愁放大品质民生
徐汇区天平街道，以高安路为样本推进风貌区整体营造和精细化治理，紧扣民生所需———

骆旺兴，高安路上一家小烟纸店店

主。 在这条小马路上落定十多年，十多

平方米的店铺内“塞”进了 2000 多种商

品，维系着一家老小的生计 ，更兜起了

周边居民的起居日常。 因此，面对店面

门头的改造方案———将正中的双开门

缩小为一侧的单开门时， 老骆疑惑了：

“不行不行，肯定影响人流和生意。 ”

谭若霜，在意大利研习古建筑修复

的 80 后海归设计师， 在高安路上成功

改造过一方包子铺后 ，“焕活街区的品

质及风貌” 令他孜孜以求：“要改要改，

烟火味不能成为风貌的断点。 ”

一场街区营造，让这迥异的一老一

少围绕“风貌”有了奇妙的人生交集。

当下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位于衡

复风貌区的徐汇区天平街道，以高安路

为样本，启动街区整体营造和精细化治

理，以绣花功夫对保护建筑、沿街店铺、

里弄支巷 、公共空间 、城市家具等进行

焕新，使之与整体风貌相投契 ，与鲜活

日常相交融，延续文脉，保留烟火，更以

一种可感可触的品质投射进人们的精

神世界。

放大风貌区内由温暖和希望织就

的质感。

一切 ， 为了努力活在风貌中的

人们 。

设计师扮演“使用者”，
烟纸店自带“相框”

天气好的下午 ，老骆一改 “搬张板

凳坐上街沿 ”的习惯 ，开始挪到店内挨

着透亮的窗边 。 在这个拥挤的小店铺

里，兜兜转转忙于营生十多年 ，老骆第

一次发现，从店里往外看，有了新视角：

绿意盎然的梧桐叶，弛缓相间的行人和

车辆，对面老楼颇有质感的墙面……一

切，在窗格的映衬下很特别。 老骆打趣

说，自己店里有了个“相框”。

这个窗格“相框”，正得益于修旧如

故的这场风貌营造。

小烟纸店所在门面，位于一栋建于

1937 年的老公寓底层。这儿曾开过面包

房、理发店 、诊所等 ，到 50 年代被改造

为住宅，90 年代又恢复成商业空间。 街

区设计师们从情感和诉求上扮演“使用

者”，翻遍了档案馆，找出了原始建筑图

纸和历史影像资料，同时对老住户进行

口述整理，逐渐厘清了这栋建筑发展的

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放大其特色风貌。

比如，这栋老建筑曾有很大的落地

玻璃窗，门窗上有一些复古设计。 据此，

此番“精修”时，设计师还原了沿街大面

积玻璃窗 ，加上独特的铁艺窗格 ，窗格

间还有圆形复古彩色玻璃镶嵌。 进出门

上采用简洁的斜扶手，金属外包裹以木

质外廓 ，增加触感友好度 ，也添了一丝

灵动。

让老骆意外的是 ： 他在店里向外

看风景的同时 ， 竟也成了别人眼里的

风景。 一次，有客人向他展示一张来自

“朋友圈”的街景照片 ，“这窗户后不就

是我嘛！ ”

不只是烟纸店 ，如今 ，大楼底层一

排店铺经由设计改造成了彼此相融、接

驳烟火的风景，人气满满。

“研磨”10个细小项目，
丰沛一方街区温度与质感

暮色四合，老建筑底楼的橱窗灯光

渐次亮起 ，不仅把琳琅满目 、人间烟火

投送给街区，也为归家的人们带来一种

“稳稳的安定感”……谭若霜说，这幅景

象才是珍贵的“作品”。

街区的整体营造和精细化治理，说

到底，不只是为了能拍出一张好看的照

片，而是为了当下和以后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能触摸历史文脉，感知生活品质，

更对一方街区有着最自然而然的心之

所念。

也因此，在天平街道的主导和协调

下，这位 80 后海归设计师及团队，甘于

“钻”进背街小巷，一个点一个点地精雕

细琢，充实 、丰沛起属于一个街区的温

度与质感。

比如 ，在焕新包子铺后 ，街道在高

安路上先后 “研磨 ”了 10 个项目 ：街边

小铺、垃圾厢房、雨棚顶盖 、台阶花箱 、

弄堂围墙等等。 “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

空间，没那么高大上，但这些所谓的‘城

市背面’‘城市细部’， 恰恰系着最紧密

的民生。 ”

“离生活最近的地方，
才最出彩”

温暖和希望，正是历史风貌区内建

筑形态以外最动人的质感。

这里， 是无数人工作生活的家园，

藏着他们最柔软的记忆和情感，也同样

映射着人们对过往的致敬和对未来的

无限期盼。

今年 ， 天平街道拟在推进高安路

“一路一弄”试点工作基础上，陆续推进

周边多条道路的街区营造和精细化治

理，包括天平路、广元路 、余庆路等等 。

既实现对保护建筑 、沿街店铺 、里弄支

巷、公共空间等整体焕新 ，更紧扣民生

所需，平衡烟火气和风貌感 ，从一个个

具体而微的细小项目入手，以精细视角

和人本考量，下足 “绣花 ”功夫 ，提升街

区的生活品质。

街道相关负责人透露，这样的绣花

还将进一步延伸进社区美丽楼道、美丽

庭院、美丽街区的打造 ，“绣 ”出能彰显

整个风貌区文脉的特色片区，更好地回

应百姓对于品质生活的需求。

弄堂口，设计师充满感情地做了一

些小发挥———把整条马路上不同风格

的水泥拉毛工艺 “复刻 ”在了弄堂院墙

上， 并辅以复古柔和的灯光照明系统，

“在光影斑驳的变幻中， 仿佛触摸到了

时间的痕迹”。 这场充满人情味的更新，

也让这名年轻设计师，对设计有了全新

的认知，落定了发展的轨迹，“离生活最

近的地方，才是最出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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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龙舟”模型摆放在道路两端，1000 多幅儿童书画、手

工香袋、 粽子模型陈列在道路两边……在江苏省兴化市戴南中

心小学，“永远跟党走 ‘我们的节日·端午’” 主题活动在这里举

办，这条由学生们参与制作的“端午文化长廊”，成为校园内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

一场场校园活动让孩子们感受节日氛围， 一次次经典诵读

让广大群众重温红色记忆。6 月 11 日，天津市西青区文化中心剧

场，“‘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诵读会”拉

开帷幕。 古风诗歌《春望》以充沛的情感激发起观众的爱国情，《丰

碑》《长征组歌》用长征故事讲述了红军战士不朽的英雄事迹。

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秭归县，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屈氏后

裔和当地民众， 也为了共同的节日聚到了一起。 11 日上午，庄

重、古朴的开场乐舞《英魂流芳》拉开了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

序幕。 活动主办方表示，千百年来，秭归人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

神与传统端午习俗结合起来，赋予端午节浓郁的家国情怀。希望

通过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起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热情。

屈原的精神流芳百世，端午的意义也更加深远。在青藏高原

上的日喀则，6 月 10 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之我们的节日”

在德勒社区开展。社区居民聚在一起，德勒社区党委书记为大家

讲述党史故事。居民们手持党旗、拿起手机，拍起了“我想对党说

与党旗合影”短视频，一同感受着节日的快乐。

我们的节日里，有粽香，有党恩，有家国，有教益……吃一口

香甜粽子，道一声端午安康。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徐壮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十堰投入逾2000人展开救援
艳湖社区集贸市场燃气爆炸事故已造成

12人死亡，共搜救收治伤病员138人

据新华社武汉 6 月 13 日电 （记者李伟）13 日 6 时 40 分

许，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事发后，十堰市已投入各方救援力量超过 2000 人。 截至 14 时，

共搜救收治伤病员 138 人，事故已造成 12 人死亡。

13 日下午，记者从十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爆炸现场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建造的二层楼建筑物，一楼归属一家物业公司，二楼

归属社区管理。其中一楼有 19 间药店、早餐店等店铺，二楼是活

动室无人居住，马路对面是 46 间便民摊位。

十堰市副市长王晓介绍说，目前，事故现场 913 户居民和商

户已被紧急疏散。十堰市已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现场

抢救组、伤员救治组、事故调查组等 8 个工作小组，全力以赴开

展救援。 事故原因正加紧调查。

据十堰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付祖斌介绍，事发后，十堰市已

投入各方救援力量超过 2000 人。 救援人员已携带大型救援设

备、生命探测仪、警犬等在现场展开搜救处置。 张湾区副区长肖

旭说，目前，伤亡人员亲属 853 人已就近安置在 8 家酒店。

事故发生后，湖北省委主要领导作出批示，省政府主要领导

已赶往现场组织救援。

旧改端午“不打烊”百岁老人踊跃签约
杨浦区3个旧改征收基地在小长假期间启动“二次征询”预签约

一只褪了色的马桶静静地“躺”在杨浦

区贵阳路一户旧改居民家的门口，旁边的蓝

色标语让人格外温暖：“今天您离开简陋的

旧里，明天回报您舒适的家园。 ”

端午节小长假第一天，杨浦区 3 个旧改

征收基地———定海路街道 127、131、132、

133、141、142、145 街坊 ， 定海路街道 144、

147 街坊，大桥街道 94、124、125 街坊，同步

启动“二次征询”预签约，预计将有 3600 多

产（指产证数）居民告别旧里“马桶”，迎来旧

改“阳光”。

截至记者昨晚发稿时， 上述 3 个基地

的签约率为 50%左右。 为尽快达到 85%的

生效比例 ， 旧改工作人员在小长假期间

“不打烊”， 全力为居民提供签约、 咨询等

服务。

今年是杨浦区旧改的大决战之年。 截

至目前， 已启动 5 个旧改征收基地， 累计

完成征收 4100 多户。 今年底之前， 将完成

全部成片二级以下旧里的旧改征收工作。

前天一大早， 家住大桥街道 94 街坊平

凉路某弄的 104 岁高龄的徐老伯，在家人陪

同下， 坐着轮椅等候在 94、124、125 街坊旧

改征收基地的门口。 时间一到，徐大伯成为

该基地首批签约的居民之一。眼见盼了几十

年的“旧改梦”终于成为现实，徐老伯非常高

兴，连连感谢政府的旧改政策好。 该基地项

目经理汤晓虎表示：“签约第一天居民们非

常踊跃，签约率达 40%，连住在松江、崇明、

青浦等外区的旧改居民也纷纷赶回来。 ”杨

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梁

凌表示，端午节小长假期间，征收工作人员

从上到下全员在岗，为的就是给旧改居民提

供最方便、最优质的服务。

此次启动“二次征询”预签约的 3 个旧

改征收基地，每个都涵盖数个街坊，被人形

象地称之为 “拼盘”。 比如 ，127、131、132、

133、141、142、145 街坊旧改征收基地，位于

由贵阳路、平凉路、杨树浦路、隆昌路围合成

的大片区内，涉及旧改居民 1310 产，被称为

“七拼盘”；94、124、125 街坊，东至上海财经

大学附属中学，南至周家牌路，西至眉州路，

北至平凉公园，涉及居民 1186 产，属于“三

拼 ”；144、147 街坊 ，东至黎平路 ，南至杨树

浦路 ，西至定海路 ，北至平凉路 ，涉及居民

1120 产，是个“双拼”。 通过组团打包方式，

一次性启动相邻相关的多个地块，并集中在

三个月内完成，就能大大提升旧改效率。 据

介绍，杨浦区今年有 5 个旧改项目是由 3 个

以上街坊构成的。

粽子+香囊，端午时令商品线上线下热销
“五五购物节”遇上端午节，申城消费市场“叠加效应”明显

昨天一大早，位于福州路的杏花楼总店

一楼营业厅粽子柜台前， 消费者络绎不绝，

有外地游客冲着中华老字号招牌远道而来

尝鲜，也有本地市民赶来选购粽子安度端午

佳节。“今年端午节，预计店内的粽子销售同

比增长 10%， 其中各类散装粽子每天可以

卖出 3 万多只，盒装粽子在 9000 盒左右。 ”

杏花楼食品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智

静介绍说。

当“五五购物节”碰到传统端午节，加上

数字人民币红包的使用推广以及 2021 上海

夜生活节的精彩上演，这在申城消费市场产

生了“叠加效应”，粽子、香囊等端午时令商

品线上线下迎来热销。

端午粽子推陈出新

每年端午时节，都是老字号品牌拼爆款

的时候。 在杏花楼，新品蜜香红豆爆珠粽以

及双黄鲜肉烤鳗粽吸引了很多消费者尝鲜，

前者用红豆与蜂蜜结合，加入特制的红豆爆

珠，受到年轻人和儿童的喜欢；后者采用软

嫩爽滑的秘制烤鳗鱼与软糯香浓的糯米搭

配，外加两颗蛋黄，尽管每只 45 元的价格有

点小贵， 但不少于 50 克鳗鱼的真材实料仍

让老饕们慷慨消费。

过去一段时间，端午粽子的尺寸一直在

收缩，但今年超大粽子却突然变得火爆。 在

金山区枫泾古镇，成规模的粽子品牌大约已

有二三十家。 午夜时分，古镇上巧珍粽子店

的负责人冯为还在忙着安排加班生产，他们

家的五花肉和蛋黄五花肉粽子都卖得很好，

“七龙珠”粽子更是以满满 7 颗咸蛋黄的“超

大加长版”特色成了爆款，“这几天粽子销量

是平时的四五倍， 我们订单都不敢接了，抖

音、淘宝平台的直播都停掉了，实在没办法

在端午前发货了”。

手机上挂香囊，端午习俗成
年轻人时尚

每逢端午，吃粽子、沐兰汤、悬艾草、佩

香囊、划龙舟都是传统习俗，近年来，随着国

潮风起，挂上一枚亦古亦今的香囊，逐渐也

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时尚。

“今年童涵春堂端午香囊的形状更加多

样。” 在豫园商城童涵春堂门店， 记者在小推

车上看到了不同式样的香囊， 营业员很会推

销， “这是手机链上的粽子香包， 小巧精致，

幽香宜人， 非常适合女孩子； 那个 ‘智慧’

香包是为孩子准备的， 上面写满了励志和祝

愿的话”。

而在百年老字号蔡同德堂，龙袍、茶盏、

手鞠球、青花瓷、生肖香袋等都是今年的特

色款式，蔡同德堂总经理杨清介绍，这两年

每年香袋销售额都超过 40 万元， 香袋也正

在从单一的“端午民俗”变成“四季产业”，成

为“真香”文创。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打造产业集群新高地
一批重点影视文化企业签约落户

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

电影周系列相关活动， 昨天在上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开启， 一批重点影视文化企业签约落

户，“一带一路” 电影周长三角放映影片和推

广大使名单同步揭晓。

今年， “一带一路” 电影周影展主题为

“打开心世界”， 意为通过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最新电影成果， 展现各国缤纷的文化、

多元的文明， 20 部优秀新影片将一一与观

众见面。 电影周还首次走出上海、 走向长三

角， 6 部精选影片于 6 月 13 日至 19 日在杭

州、 南京、 合肥、 苏州、 宁波 5 座长三角城

市展映。 电影人甄子丹、 贾玲、 张小斐受邀

担任电影周推广大使。 截至今年 5 月， “一

带一路” 电影节联盟已涵盖 46 个国家的 53

个电影机构。 依托这一独特平台， 今年， 上

影节共收到来自沿线国家 1136 部电影作品

的报名。

在昨天启动仪式现场， 17 家公司签约

落户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按照国际化、 高

端化、 品牌化思路， 度假区持续推进产业集

聚， 现已引进 80 多家影视类企业， 其中不

乏参与全国票房排名前列影片后期制作的国

内龙头企业， 如倍飞视、 墨镜天合、 天工异

彩等。 此外， 上海科幻影视产业基地昨天也

揭牌并落户浦东国际影视产业园共享空间。

由上海国际度假区管委会支持、 中国电

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指导， 华为云计算有限公

司、 上海鸣锣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

5G 数字影视创制云平台项目昨天启动并发

布阶段成果。 今年下半年， 项目将组织有关

后期制作头部企业项目上云制作测试， 并定

于明年初面向国内影视市场开放。

据介绍， 随着 5G 的商用、 云计算的成

熟， 数字技术已运用于影视创作生产全流程

和各环节 ， 将深刻影响和变革电影工业未

来。 度假区发挥上海、 浦东在高科技领域的

雄厚基础和优势， 以影视数字制作为主线，

以高科技为引领打造 “浦东国际影视产业

园”， 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等

技术在影视制作领域的深度应用， 打造影视

数字化生产流程， 共建影视数字化产业生态

体系。

市委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

副市长、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陈

通出席。

衡复风貌区的公共空间别具特色， 复刻了老

上海的风情， 同时配合城市微更新的不断推进，

形成梧桐树下的动人风景。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