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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水乡，溪上人家。这是城南老
茶馆， 七星灶讲公道； 这是戴北淑孝
坊， 沈秀姑孝感溧阳； 这是杨企雯故
里， 锡剧艺术感人怀； 这是溧东水码
头，交通便捷商埠繁华；这是宜西古街
巷，烟火生活气息浓郁！

百家塘，地处溧阳东宜兴西、城南
戴北四地交界，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优
越，三面环水，古时水运四通八达；西
临南山大道，1 号彩虹路直通村里，距
高铁溧阳站仅 5 公里，距溧城仅 10 多
分钟的车程，交通便捷。

2021 年起，百家塘朝着乡村振兴
的方向， 大刀阔斧建设打造江苏省特
色田园乡村，昂首向前……

振兴乡村，铺设村民幸福未来
要想富，先修路。村里主动对接融

入溧阳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新建 2.7
公里 1 号公路，开通 77 路公交，高标
准改扩建、 黑化村内循环道路约 6 公
里，村民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复原 300 米长的青石板老街，招
引年代商店、 艺术展馆， 恢复老供销
社 、老茶馆 、南北货店 、理发店 、裁缝
铺、 戏曲博物馆等， 打造汇聚上世纪
70、80、90 年代建筑风貌的沉浸式体
验街区。

百花百业百家荡。 村里鼓励有闲
置房的搞服务业， 有种植能力的搞种
植业，有厨艺的搞餐饮业，有空余时间
的搞物业，有经商头脑的搞小商业，新
增就业岗位， 带动周边村农户进入企
业、合作社务工。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将农产品深
加工与观光旅游相结合，做强一产，做
优二产，做活三产，打造垂钓、采摘、休
闲观光相结合的产业模式， 吸引包括
南京、 上海等大都市的游客前来度假
休闲，体验农耕生活。

建立“溧阳书社”、“宋团城文化研究
会”、“常锡文戏研究院”、“溧阳对外交流
中心古县分会”等工作站，吸引人才进驻
村庄；鼓励优秀人才来村创业，开设博医
源、咖啡吧、民宿等 3 家，新引进博士生
导师 1名、海外人才 3名、大学生创业团
队 1个，全方位振兴乡村经济，提升村庄
活力，铺设村民幸福未来生活！

传承文化，焕发古村崭新魅力
天目湖生命康原是溧阳未来的城

市中心， 百家塘村是仅有的特色保护
类乡村， 为未来城市的城郊会客厅赋
予特殊的使命和内涵。

村庄在建设中， 重视乡村传统空
间肌理，尊重乡村风土人情，扎实推进
移风易俗工作，更加突出风貌塑造，还
原水埠老街巷，构建活力新市井！

水埠老码头，青石老街巷，承载的
是悠悠时光岁月， 满载的是浓浓生活
气味。 旧时百家塘水运兴旺， 商贸繁
华，口口相传的“老街的十七爿茶馆、
八家药铺、两家当铺、数不尽的南北货
店”。 村里通过还原老村建设，重新勾
起村民们往昔的记忆、心中的乡愁。

百善孝为先。 百家塘古有孝贞女
祠。溧阳县志记载，清朝状元马世俊曾
为其题《沈孝姑庙》诗：“人钦史女贞，

我怀沈姑烈。 ” 孝姑之孝感动四邻八
方，千古传承！

幽幽茶香， 余香袅袅。 城南老茶
馆，七星灶上热气腾腾。 老茶馆，传承
百年历史， 最兴盛时十七爿茶馆各有
千秋， 方圆十几里地范围内的村民都
过来赶集喝茶。“绛茶”“杠茶”“讲茶”，
溧阳特有的吃茶经讲述着“老头子”们
的悠闲恣意生活！

让文化传承有载体， 现实铭记有
内涵。 有水就有水上交通站，当年，以
张之宜为代表的新四军穿梭在溧阳、
宜兴间，为革命、为理想信念，为了后
代的安定幸福生活，舍生忘死！著名锡
剧表演艺术家杨企雯故里， 彰显着老
一代艺术家的执着追求， 教育感召一
代又一代有志儿女热爱祖国、 热爱生
活的铮铮铁骨和满腔热忱！

目前，村庄以“孝道、商道、公道、
味道、医道”等为五大主题式组团微情
景打造的乡村空间基本呈现， 每个角
落均已成为水乡田园的“艺术作品”！

水埠老街巷，孝到百家塘。诗意栖
居的美丽乡村，近城邻水的自然村落，
百花百业的艺术农场， 时代变迁的水
运商埠，群贤毕至的乡贤工坊……

百家塘，一个共建共治共享、水美
田沃乡淳的都市田园乡村， 即将精彩
亮相！

我想有个家，在田园，在乡村，在
溧阳。 百年百家塘，梦里水乡村，一处
众多市民梦寐以求的向往和浪漫诗意
的居地！ （文/张国芳 图/吕梅琴）

百年百家塘，梦里水乡村

经历了短暂的 “中场休息”， 高
温干燥天气又卷土重来。 在这种特殊
的天候下， 防火仍然是安全保障工作
的重中之重。 8 月 19 日， 常州市交
通执法支队六大队的执法人员就与消
防官兵一同， 在京杭大运河上救下了
这样一条因天气干燥引发起火的货
船。

这天清晨 5 点多， 市交通执法支
队六大队三中队的值班人员正在为白
天的巡航任务做航点标记时， 突然无
线电台中传出一阵嘈杂声。

“前面那条泰州的！你船上怎么这
么大的烟？ 什么情况？ ”

“我生活舱起火了！你们避着我一
点！ 我现在没办法把握航向！ ”

“船长，船长，这里是常州交通执
法支队水上三中队，你先保持冷静，现
在马上派人过去救援！ 你船的动力还
在吗？ 动力还有的话先尽快把船靠到
边！”突发的警情让执法人员立刻高度
紧张起来。根据船长报告的动态，执法

人员一边引导船长先行自救， 一边向
支队指挥中心报告，请求增援。与此同
时，指挥中心视频监控大屏上，一条火
光冲天的货船正静止在京杭运河上。
中心带班领导立刻启动水上应急救援
预案， 通过指挥系统下达救援指令以
及事发船只 AIS 定位给全体水上值班
以及附近备勤人员， 同时联络消防救
援部门，请求增援。此时运河上风势正
大， 大风裹挟着火焰从船舶尾部向中
部不断卷去， 拖出半个船身长度的尾
焰伴随着滚滚浓烟， 仿佛一条火龙在
运河中央肆虐。

值班人员高云飞、 吴文浩在收到
指挥中心指令后，一把抓过救生衣，跳
上执法艇，迅速驶往事发地点。时间一
分一秒的过去， 执法人员紧握着的手
也早已把油门推杆死死的压到了底。
当执法人员赶到事发水域时， 看见一
男一女两位船员早已被大火逼到船
舷，几乎快要失去安全的立足点。执法
人员不敢怠慢， 赶紧打开船载水炮对

着火头喷射，趁着烈焰退缩的几秒，一
把将两位船员拉上执法艇。

“船上还有别人吗？”“没有了……
就我们两个人……但是里面还有几个
煤气瓶。 ”听到这一情况，执法人员立
即呼叫所有过往船舶疏散， 同时操作
水炮尽力压制火势蔓延。片刻后，第二
艘、 第三艘满载着经开区消防官兵以
及紧急备勤人员的执法艇终于携带着
几门重型水炮赶到。 四五条白色水龙
从不同方向射向火焰， 经过紧张的救
援战斗，最后一点火星熄灭，望着船上
四个已不再发烫的煤气罐， 在场人员
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经初步勘察， 这起火情的起因为
电线胶皮老化， 被发热引燃后遇到厨
房内的陈旧油垢产生明火， 加之天气
炎热下木制隔板干燥易燃， 导致火势
迅速蔓延扩散，无法控制。 据悉，这起
火情被控制后， 相关部门随即展开了
事故相关善后处理工作。

（张昊好 刘正楠）

京杭运河上一货船失火

危急时刻，他们来了！

常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指挥中心成立以
来，紧盯群众反映的热点焦点问题，创新工作思路，完善
工作机制，强化措施做实做细投诉举报工作。 2 年来，共
接到群众投诉 20633 件，实现支队投诉工单处理 16 次零
超时办理 ， 投诉处理回复率达 100%， 群众满意度达
97.75%，满意率同比上升 3.98%。

坚守为民初心。在工作中做到问题不回避，矛盾不上
交，坚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认真做好群众投诉举
报工作，耐心倾听群众各类问题反馈，及时受理业务范围
内投诉工单。 对业务范围外的投诉，也做到耐心疏导，做
好说明解释工作，为群众指明“到哪里去、该怎么办”，积
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群众满意度。 截至目前，
共收到群众赠送表扬锦旗 4 面。

精准规范受理。 支队指挥中心落实专职专人， 实施
AB 岗补位制度，落实专人督办机制，责任到岗，工作到
人。每日不间断登录系统查看，对新增投诉举报及时处理
或分流。临期工单第一时间催办负责人并全程跟踪，直至
办结。 确保到期件零超时，临期件及时办结，力争投诉按
时初查率、按时办结率、举报按时查处率达 100%。

合理分类办理。工作中对群众提出的建议性问题，按
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规定，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予
以处理、答复。 对反映管理类的一般性问题线索，采取加
强管控措施； 对反映具体、 可查性强的违法违规问题线
索，采取现场稽查方式处置，确保处置工作闭环。

强化跟踪督办。由专人负责投诉工单排查、对处理进
展情况进行跟踪督办 ， 及时将办理结果同步反馈至
12328 平台。 对每个工单回复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检查
中发现的表述不准、用语不规范等问题,进行重新编写提
交，确保事事有落实，件件有成效。 （周龙）

市交通执法支队：

多举措做实做细
投诉举报工作

仲夏八月，丹金船闸持续用力，稳扎稳打，通过连续
出动，联合检查，将为期一个月的船舶过闸违章专项整治
行动持续向纵深推进，实现了船舶过闸秩序持续向好，重
点违章减少，安全诚信深入人心的预期目标。

挂图作战，问题清单对账销号。丹金船闸运行部门依
据船闸通航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聚焦船名遮挡、 抢档过
闸，未穿救生衣等过闸违章突出情形，通过细化分解阶段
性整治任务，科学排定专班人员上岗计划，做到违章发现
及时性、整治内容针对性、问题处置彻底性。截止目前，三
类突出违章发生率分别较整治第一周下降 80%、63%、
98%，专项行动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走深走实，教育处罚一体推进。 丹金船闸采用线上监
管+现场巡航整治模式，确保违章发现及时，依法处置高
效。 对初次违章的船舶以教育宣传为主并予以记录，对两
次以上违章的船舶通过数据筛查， 采取扣除信用分数，移
交水上交通执法部门等方式处理。 统计数据显示，专项整
治工作开展以来，共计发现过闸违章船舶 98 艘次，其中宣
传教育 90 艘次，扣除信用分 6 艘次，移交交通水上执法部
门处理 2 艘次，船舶过闸违章情形正处于有效管控当中。

源头治理，诚信安全深入人心。 活动开展以来，丹金船
闸与金坛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港航中队深入船闸
周边广亚搅拌站、 中盐化工及金坛港等船舶装卸作业码头
以及丹金船闸引航道现场，开展联合宣传 5 次，发放告船民
书 160张，先后走访 4家本地航运企业，并配合地方媒体部
门新闻拍摄。通过找准源头和有效宣传，诚信守法及安全过
闸正在广大涉水企业和船民群体当中形成广泛共识。

此外，近期在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下，丹金溧漕河航道水
位持续走低，对过往船舶安全航行带来一定不利影响，为预
防船舶航行不当造成搁浅情况发生， 丹金船闸前置服务工
作，结合正在进行中的治违专项行动，加强水位预警及易险
位置现场宣传力度，全力做好低水位安全保畅工作。

让过闸更有序，让航行更安全。 下一步，丹金船闸将
在巩固好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靶向发力，持续攻坚，用
安全意识和诚信自觉筑牢安全生产工作基底， 并切实转
化为水路运输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袁波）

丹金船闸：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治违
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