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邀约上海田子坊：

美术馆跨省联手
共打造江南文化

■本报记者 孔令君

12月 7日，苏州美术馆分馆在上海田子坊艺术中
心二楼开馆。

近年来，记者常听到“长三角人”相约，一同乘高
铁去南京看演唱会， 又或者一同去上海看美术展，还
有去绍兴看戏的。对文艺青年而言，长三角每有重磅
级演出或者展览，时间、距离都不是问题。未来，大家
看展看戏更方便了。

长三角美术馆早有联动。 早在 2007年 11月，侯
北人美术馆、刘海粟美术馆、宁波美术馆等单位联合
发起 “长三角美术馆协作机制”， 旨在让大馆小馆联
手，让美术生态活起来。不过，实实在在跨省开个分
馆，苏州美术馆先行一步。

说是“跨省分馆”，但隔阂远没有字面上那么大。

“苏州与上海本就相亲相近，共同打造江南文化品牌，

是苏州美术馆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切入口之一。”苏
州美术馆馆长曹俊说。苏州美术馆很有积极性，曹俊
向记者提及日前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中的一段：推动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和
群众文化场馆区域联动共享， 实现城市阅读一卡通、

公共文化服务一网通、公共文化联展一站通、公共文
化培训一体化。

从沪苏双城美术交流互鉴入手，苏州美术馆将
2019 年定义为“江南主题年”。今年 2 月，苏州美术
馆策划 《江南意象———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艺
术大展》， 先后在苏州美术馆和位于上海的刘海粟
美术馆举办；今年 7 月，该馆推出《三生长忆是江
南———海上名家姑苏诗意作品特展》；8 月，该馆与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初心———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上海书法名家特展》 ……刚刚开业的
苏州美术馆分馆， 接下来将推出一批精品展览，包
括“三生记忆是江南———上海书画名家特展”“图像
江南老照片展”“初心·前行———上海书法名家特
展”等。

若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美术馆则是城市文化
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苏州美术馆连续跟踪三年的大
数据统计分析显示，20至 40岁的中青年观众占总参
观人次的 46%；以“江南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吸引的观
众人次更占到总参观人次的 57.3%。

在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首席专家李国新看来，苏州美术馆选择在上海田
子坊这样游人如织的地方开分馆，也是文旅融合、艺
术普及的新探索。输出苏州文旅品牌，也是打造江南
文化品牌的过程。这家分馆除展览之外，兼有旅游推
广功能———将提供苏州各文化场馆的资讯， 并打造
江南文化 IP，比如桃花坞木版年画等文创商品的开发
及销售。

苏州美术馆主动“跑”出来了，其他长三角城市
的博物馆、图书馆乃至音乐厅、大小剧院，会紧紧跟
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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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路障西有厂房：出行不便 又要整治又涉规划：打通不易

这条跨省路，该不该通怎么通

■本报记者 毛锦伟

上海市民辛先生家住青浦区白鹤镇
时代名邸小区，上班在嘉定城区。由于地
理位置特殊，他的上下班通勤之路，必须
穿越沪苏交界处的白鹤、花桥、安亭三镇。

其中，白鹤、安亭属于上海，花桥属于江苏
昆山。

不过， 辛先生的跨省之路并不顺畅。

从地图上看，他出门口后，先得向南兜个
圈，随后又向北绕了个大圈，之后才能一
路向东。这两个圈绕得远不说，辛先生称，

早晚高峰还特别堵。 可有更方便的捷径？

其实是有的，但前提是得将安亭境内的博
园路、花桥境内的新东路、白鹤境内的白
虬江路三段路打通。

为了这三段路的贯通，时代名邸的居
民们呼吁已久。不过，行政边界的断头路
是否都有打通的必要，个体的通行便捷性
和整片区域的规划该如何平衡，还需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段路既“通”又不通
从地理位置来看， 博园路在东侧，新

东路在中间，白虬江路在西侧，即江苏花
桥区域在中间，东西两侧为上海的安亭和
白鹤。 这 3段路目前处于怎样的情况？记
者前往沪苏交界处实地探访，发现 3条路
实际都是“连通”的。

东侧， 花桥与安亭以河道 “顾浦”为
界，顾浦上，一条长约三四十米、宽十余米
的“车城桥”连通了两侧的新东路和博园
路。记者在现场看到，车城桥的两端桥头
处，均竖起了间隔 1 米的铁桩路障。西侧
桥头处，除了根根路障外，还额外横着一
根几乎与桥面等宽的铁杆子，再加上一个
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圆形标志。原本连通的
新东路和博园路，就此隔断。阻隔之下，花
桥方向不少挂着“沪 C”车牌的车辆，只能
在近西端桥头处改道向北，从兆丰路一路
走至曹安公路， 才能再向东进入上海，这
正是辛先生所说的 “向北绕个大圈”。不
过，路障间留有了够非机动车和人行通行
的宽度， 记者赶到现场时正值近中午时
分，桥上不少骑着电瓶车的送餐员和推着
小车、拎着菜的居民来来往往。车城桥桥
面水泥多处破损缺失， 生活垃圾零星散
落，桥面两端还各有一小段坑洼不平的土
路，很不好走。路障隔起来的“车城桥”，似
乎闲置了有些时日。

和东侧不一样，西侧新东路与白虬江路
之间并无隔断：向西走完约 1公里长的新东
路后，横在记者面前的是南北向的“外青松
公路”。沿着外青松公路向北走一小段，再向
西南折返走一段路，才能抵达位于白鹤镇境
内的白虬江路。 之所以要折腾这么一段，是
因为花桥、白鹤交界处有一处厂房。辛先生
告诉记者，若要实现白虬江路与新东路的直
接连通，唯有将厂房迁走。

车城桥上为何设路障
对于居住在西侧白虬江路沿线的上海

居民来说， 上下班通勤势必向东穿过花桥。

记者在现场观察，新东路上，来来往往的也
大多为沪牌车辆。 三段路目前各不相通，确
实不方便，绕行也加剧了早晚高峰外青松公
路和曹安公路的拥堵。 厂房是客观条件所
限， 搬迁或许有待于整个地区的规划发展，

难度略大。那么，东侧车城桥上人为设置的
路障能拔除吗？

这得从车城桥上为什么要设置路障说
起。今年 10月，辛先生致电上海 12345市民
服务热线，呼吁撤除路障，恢复新东路和博
园路的互通。记者在 12345看到，“嘉定区国
际汽车城公司”随后答复他，设置路障是因
为车城桥已属于危桥， 不具备通车条件。之
所以由国际汽车城公司来答复，则是因为车
城桥和东侧博园路区域属于规划中的“上海
国际汽车城”区域。记者进一步从国际汽车
城公司了解得知，车城桥原是吕浦村农用机
耕桥，建造于 2000年前。2010年吕浦村动迁
后，该桥一直处于无人看管、失修状态。2016

年，花桥根据桥梁破损情况，率先于花桥侧
安装了路障，禁止机动车通行。安亭侧路障

也于同期设置。

安全考虑是一方面。记者向新东路上岗
亭内几位值守的保安打听路障一事。保安确
认西侧路障为花桥所设， 但设立路障的原
因，却另有说法。据保安称，以前没拦的时
候， 新东路沿线经常会有车辆过来偷倒建
筑垃圾、装修垃圾，尤其是高速桥下区域。

加之新东路当时违建众多， 致使环境异常
脏乱，“拦起来更多是出于管理上的考虑”。

在“昆山网络议事厅”网站上，记者也看到
了类似的说法，在回答一位昆山市民的疑问
时，“花桥经济开发区”称道路封闭是“环境
整治要求”。

管理和方便能否兼顾
打通省界“断头公路”，一直是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提升交通能级的重要内容。博园路
和新东路都不算是主干道， 或许不足以影
响全局。打通大路固然重要，但反过来说，

这些支小马路是老百姓出行依赖的基础设
施，也是对拥堵的主干道的有益补充。能否
连通，是老百姓对一体化看得见、摸得着的
直观感受。同时，类似的省界“断头路”在长
三角不在少数，一些区域已打通障碍：比如
今年 10 月 14 日， 横亘在上海金山塔岗村
与浙江平湖杉青港村的两个路桩被连根
拔起，恢复车辆通行。另据统计，这一年，仅
上海与浙江平湖、 嘉善之间的路桩已拆除
20余处。

另一方面，自 2018年下半年起，花桥镇
对新东路沿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拆违行
动，拆除违法建筑 7.91 万平方米，一改新
东路脏乱差的旧貌。整治后，花桥镇加强了
对新东路的管理，东西岗亭内 24 小时有人
执勤。对于花桥镇来说，“环境整治要求”这
一当初设障的初衷已不复存在。 车城桥上
的路障能否撤离、是否要撤离，一是有待于
安亭镇评估确认桥体的安全性， 二是更需
要安亭和花桥对交界区域的交通规划做整
体考虑，如何兼顾交界区域管理有序和通行
能力提升。

记者就新东路和博园路的打通问题也
采访了国际汽车城公司， 对方向记者表示，

将视对车城桥的评估结果来决定是否恢复
机动车的通行。另一方面，就白虬江路和新
东路之间的厂房能否搬迁以实现两条路的
连通，记者也采访了青浦区白鹤镇。据白鹤
镇称，这一问题目前已委托由白鹤、花桥、安
亭三镇共同成立的长三角办公室来进行调
研并协商方案。

对于生活在示范区里的
老人们而言，一体化从来不是
个新概念

六十年前这校园
三地学子同攻书

■本报记者 于量

虽然 80岁的老先生早早就在微信上
发来了定位，但是在苏州吴江区汾湖高新
区（黎里镇）的芦墟古镇的老巷弄里，要找
到张舫澜的住所， 记者还是颇花了些工
夫。最终，还是老人主动出门迎接，把记者
引进小河边一条仅能容一人通过的窄巷
里。张舫澜的老宅便位于弄堂深处。

简单寒暄两句后，这位吴江当地的藏
书家把记者带到了书房。 在堆满书籍的小
屋里，老人从书架上翻出一个茶叶盒。打开
盒子，是一个纸团。将纸团层层展开，翻出
两枚校徽。虽然表面已经斑驳，但校徽上红
色的校名清晰可辨，一枚写着“吴江县芦墟
初级中学”，一枚写着“嘉善中学”。张舫澜
说，这两个都是他的母校。隔着省界，分属
浙江和江苏的嘉善县和吴江区， 虽然如今
和上海青浦区一起成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 可早在张舫澜求学的上
世纪 50年代，就如此“不分你我”了？

对于生活在示范区里的老人们而言，

一体化从来不是个新概念。 地缘相近、人
缘相亲，在这吴根越角，跨行政区域的民
间交往似乎就如同水和空气，是再自然不
过的事情。

上世纪 50年代， 张舫澜在本地小学
毕业，站在如今“小升初”的门槛上，头一
回感受到了一体化的便利。

张舫澜就读的，是当时的吴江分湖中
学。由于办学务实，理念先进，分湖中学不
仅在吴江当地，在周边的青浦、嘉善等地亦
颇有口碑，深受学子们的青睐。据张舫澜回
忆，1953年起，每年有青浦、嘉善的学生前
来报考分湖中学，且数量逐年增加。到他那
一届， 青浦和嘉善籍的同学足有 20余人。

1956年， 学校更名为吴江县芦墟初级中
学，这便是张舫澜手中那枚校徽的来历。

不仅有青浦、嘉善的学生“考进来”，

吴江的学生也有人“考出去”，嘉善中学和
西塘的学校是当时的热门选择。1958 年，

初中毕业的张舫澜也选择了“考出去”，来
到嘉善中学就读。虽然，当时从吴江到嘉
善陆上交通不便，所幸在江南地区密布的
水网里，总有船能把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
一个地方。 当江苏人张舫澜去浙江求学，

他也并没有太多“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伤
感，因为身边不少同学与他一样，同样来
自苏州一带。其中，甚至还有当年从吴江
芦墟考到嘉善西塘，又从西塘考到嘉善县
城的同乡。

1958年，张舫澜和几位吴江老乡考入
嘉善中学高中部，这位江苏人后来在浙江
高中里还是个风云人物，当上了学生会的
宣传部部长，兼任校刊《嘉善中学》主编。

当时的学生会会长韩平良也值得一提，此
君乃是上海松江枫泾人。 小小学生会，也
一体化了。

“跨省择校” 已经是 60多年前的事
了。当下，对张舫澜而言，隔壁青浦和嘉善
的距离依旧很近。

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芦墟当地山歌
的保护和传承，长篇山歌《五姑娘》便是由
他参与搜集整理出来的。而在嘉善，当地
的田歌里也有一首《五姑娘》，并被改编成
了音乐剧。说来也巧，这部音乐剧的主要
创作者之一，嘉善西塘当地的文化学者韩
金梅，是张舫澜在嘉善中学的“学弟”。

曾经的老同学们，如今都在为保护民
间的山野田歌而奔走， 不失为一段佳话。

张舫澜和韩金梅已是近 60 年的交情了。

如今除了同学之情，更有同行同业的英雄
相惜：“我们是互相捧场，共同进步。”

“我们这里叫山歌，金梅他们西塘那
里叫田歌，到了青浦又叫田山歌。音乐，是
流动的嘛，这就是串起我们这几个地方的

共同语言。”张舫澜说。

继施特劳斯与“中国钢琴之乡”成功“牵手”后

这一回，王开老凤祥也要去德清
■本报记者于量 杭州日报记者张骥鸿

继今年 9 月上海与浙江省德清县 34

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两地品牌合
作再度深化。今日，德清又将有一批企业
“组团”来到上海，届时包括浙江欧诗漫文
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在内的 6 家德清
企业，将与上海老凤祥旅游产品有限公司
等 6家上海老字号企业牵手，开启老品牌
合作新航程。

今年 10 月 8 日，“跨省合资合营”的
上海施特劳斯钢琴有限公司成立，由浙江
德清的乐韵钢琴有限公司与上海钢琴有
限公司合作， 公司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德

清洛舍镇是“中国钢琴之乡”，全国七分之一
的钢琴产自这里， 去年钢琴产值超 5亿元，

施特劳斯则是上海钢琴的老品牌，双方已拿
出了最好的技术和资源，设计并试生产出新
的施特劳斯钢琴。

就在品牌重塑的过程中，上海施特劳斯
钢琴有限公司试生产的新钢琴已经悄然进
入杭州、上海等地，在各种会议场合进行表
演和演奏，接受市场考验。预计明年 2月，首
批产品会正式投放市场。

与施特劳斯成功牵手后，德清企业此番
再度来沪寻求合作又有哪些亮点？

据悉，即将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的浙
江欧诗漫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老

凤祥旅游产品有限公司，未来将在珍珠首饰
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尤其在珍珠首饰类产品
的设计开发、产品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形
成紧密合作关系， 以此提升双方品牌效应，

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欧诗漫将充分发挥珍珠产品的设计开
发以及珍珠深加工等优势， 老凤祥将充分发
挥百年老字号的品牌优势以及销售网络的优
势，合作共赢。”欧诗漫方面的负责人杨安全
告诉记者。2017年， 凭借珍珠养殖和珍珠深
加工技术， 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
统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另一对合作伙伴，德清武康康华照相馆
和上海王开摄影有限公司，也非常期待彼此

牵手。德清武康康华照相馆负责人倪文淼告
诉记者，未来双方将在品牌共建、摄影资源
互通、人才交流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或是
引进王开摄影的品牌，或是合力举办摄影沙
龙及文化交流活动，王开摄影的优秀摄影师
还可以定期来德清驻点指导，提升合作品牌
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德清县政协主席张林华表示，此次黄浦
德清两地政协建立跨区域主题会商机制，并
聚焦德清企业对接上海老字号品牌合作，旨
在围绕两地产业融合、品牌交流、资源互通
等方面，积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

渠道畅通的优势，为上海老字号振兴、德清
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等提供“智力支持”。

■打通大路固然重要， 但反
过来说， 这些支小马路是老百姓
出行依赖的基础设施， 也是对拥
堵的主干道的有益补充。 能否连
通，是老百姓对一体化看得见、摸
得着的直观感受

车城桥上的路障能否撤离、

是否要撤离， 一是有待于安亭镇
评估确认桥体的安全性， 二是更
需要安亭和花桥对交界区域的交
通规划做整体考虑， 如何兼顾交
界区域管理有序和通行能力提升

由于车城桥上路障的阻隔，花桥过来的车辆只能在西端桥头处改道向北，从兆丰路一路走至曹安公路，才能再向东进入上海。毛锦伟 摄

■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一机可办三地事
示范区异地通办“无感漫游”

近日，由浙江省嘉善县牵头的长三角政务一体化
“自助通办” 有新成果。151台综合自助终端在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布设、 上线， 青浦、吴
江、嘉善三地居民凭身份证可在自助终端办事。据介
绍，此次上线的“自助通办”事项主要包括当前示范区
三地市民、企业日常办理的高频事项、民生事项、常用
证明。“减证便民”是突出特点，三地居民到任意一台
自助终端上，无需填写表单，只凭一张身份证一分钟
内即可完成申请。

截至目前，有 758项事项纳入“自助通办”范围，

其中包括嘉善的 171项事项、31类证明， 吴江 433项
事项、9类证明，青浦 114项事项。而除了青浦、吴江、

嘉善三地事项外， 自助终端也可办理上海市金山区、

湖州市南浔区和嘉兴部分县市的政务服务事项。今年
以来， 青吴嘉三地政务服务部门将长三角政务服务
“自助通办” 作为实现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的突破
口，打破区域数据壁垒，整合三地政务服务资源，合力
破题示范区政务服务“自助通办”。

在硬件方面，嘉善、吴江政务服务自助终端相对
统一，此次上线的终端吸取了上海“一网通办”的优
势，功能更加完善。目前，示范区已布设统一的综合自
助终端 151台， 年底前或将实现先行启动区全覆盖。

另外，这些终端还采用了设计界面更清晰、操作更便
捷的长三角“一网通办”统一终端服务界面，以推动实
现跨区域政务服务的“无感漫游”。此前，位于上海虹
桥世界中心的嘉善政务服务分中心作为示范区政务
服务“自助通办”改革试点，引入两台示范区综合自助
终端，已于今年 10月 15日先行启动示范区政务服务
“自助通办”，率先实现“一机可办三地事”。未来，更多
的“异地通办”将在长三角成为常态。

苏州美术馆分馆位于上海田子坊艺术中心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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