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里国家湿地公园水上森林一景

江南古镇优质生活空间再提升
苏州同里农文旅融合“美美富土”露新颜

以水乡古镇、田园乡村、湿地公

园为依托，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

里镇正在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建设，打造最具“江南文化”

的旅游目的地。日前，记者随 2022

“同里农文旅融合打造美美富土”采

访团，先后走访了吴江家风家训传

承馆和南园茶社，夜游体验了退思

园沉浸式演出的美轮美奂，并参观

了吴江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同里国家

湿地公园，记录下当地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崭新篇章。

始建于宋代、江南六大古镇之一

的同里镇，旧称“富土”，唐初改为“铜

里”，宋时将旧名拆字为“同里”。镇区

内建于明清两代的花园、寺观、宅第

和名人故居众多，保存完好“川”字形

的 15 条小河把古镇区分隔成 7 个

小岛，而 49 座古桥又将其连成一

体，以“小桥、流水、人家”著称。

走进被誉为同里八景之一的百

年南园茶社，听着评弹、吃着点心、聊

着家常，在这里可以慢下来感受烟火

市井中的那份悠然与自在。茶社还能

接待旅游团队用餐，据说这里的餐饮

食材以同里水乡特色为主，包括芡

实、水芹、茭白、荸荠等水八仙，当地

农户将菜卖给配送中心，配送中心再

统一供给茶社。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同里从去年创意

策划“退思邀月”到今年推出“退思画

境”等沉浸式表演，在退思园将传统

园林与现代科技相辅相成，塑造了

“有载体、有记忆、有特色”的同里夜

游文旅品牌。在吴江现代农业产业园

核心区的北联村，通过每年的油菜花

节、农民丰收节、彩色稻作节，展示农

民的丰收成果吸引游客。尤其是金秋

季节，他们将水稻设计成稻田画，并

搭建了瞭望台方便游客登高观赏，使

得文创农业也成为田园乡村的一大

特色景观。

于 2020 年 1 月正式挂牌的江

苏吴江同里国家湿地公园，是全国

23个重点建设的湿地公园之一，也

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内唯一的国家级湿地公园。更是同

里古镇优质生活空间再提升的一大

亮点。据了解，为了给游客提供观光

游憩、休闲娱乐、水乡文化展示、自然

体验、湿地科普等多元服务，同里国

家湿地公园现已建成了自然课堂、科

普馆、水生植物园、杉木步道、水八仙

种植区、观鸟墙、宣教长廊等特色与

主题性解说场所，水杉林、池杉林、香

樟林、银杏林、翠梨园、竹园、草本植

物园等旅游观光区，学术交流中心、

知青艺术公社、丛林咖啡馆、遇见花

田咖啡吧等功能区域。

刘征 摄影报道

由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浙江省科学技术

协会主办的浙江省首

届肿瘤防治科普大赛

决赛，日前落下帷幕。

此次赛事自 6 月

中旬启动征集以来，受

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前期征集环节共收到

演讲类、表演类、音视

频类、图文类作品共计

400余件。经过前期筛

选、初审等环节的层层

选拔后，共 130 件科

普作品进入决赛，包含

图文类、音视频类作品

各 50件，表演类、演讲

类作品各15件。其中，

图文类、音视频类作品

在前期通过网络投票

与专家评选共同排出

名次。

专家评审团对本

次大赛的作品赞不绝

口：“比赛涌现出不少

好的科普作品，兼顾知

识性与普及性，用更容

易被大众接受的表达

手法做了严谨的肿瘤

科普。”

据了解，之后主办方将从

征集作品中，选择部分优秀作

品组成肿瘤防治科普系列，通

过互联网平台让更多人欣赏

学习；大赛获奖作品还将形成

专题页面在 2022 中国肿瘤

学大会官网上进行展示；部分

表演类、演讲类优秀作品，还

有机会登上 11 月在杭州举

办的 2022 中国肿瘤学科普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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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玫瑰美丽世界”2022 平

阴玫瑰产业东方美谷招商推介暨战

略合作签约活动，日前在上海举行。

会上，东方美谷集团与平阴县人民政

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济南市平阴县是中国

“玫瑰之乡”，不仅栽培历史悠久，且

以花大瓣厚色艳、香味浓郁、品质优

异而驰名中外。平阴玫瑰曾被确定为

全国推广的优良品种，济南平阴县为

全国优良玫瑰繁育基地。

东方美谷素有“中国化妆品产业

之都”之称，致力于成为上海美丽健

康产业的一张崭新名片。经过近七年

的发展，东方美谷品牌价值突破287

亿元，集聚了3000多个美丽健康产

业品牌。目前，东方美谷已经云集了

资生堂、欧莱雅、伽蓝等化妆品领军

企业，同时吸引到药明生物、中生单

抗、谊众生物等一批生物医药龙头项

目。

平阴县委副书记、县长潘建军表

示，平阴玫瑰有品质、有基地，东方美

谷有品牌、有市场，平阴玫瑰与东方

美谷有缘分，注定是一场相互成就的

美丽之约。此次双方的合作，将进一

步擦亮“平阴玫瑰”这张名片，为玫瑰

产业的美好明天加油助力，共谱玫瑰

产业合作发展的新华章。希望两地合

力打造产业研究高地，不断加强在种

质资源、基础研究、美妆新品等方面

的合作，持续推动玫瑰产业提档升

级。合力拓展产业市场，积极拓宽玫

瑰制品销路，实现基地与市场有效对

接，完善“政府搭台、人才互通、企业

参与”的市场发展新模式。合力优化

产业生态，不断加强“玫瑰群”建设，

共同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投资合作

环境，推动政府、企业、专业人才之间

更加紧密友好的互动。

推介会上，华玫生物与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天源玫瑰与梓元集团、戎

威远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等两

地相关研究机构、企业和院校华玫生

物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签订了合作

协议。 王琪

“平阴玫瑰”与“东方美谷”在上海联袂携手

第四届金沙书院两岸散文奖征文活动厦门启动
第四届金沙书院两岸散文奖

征文活动于 11 月 22 日在厦门启

动。本届征文活动以“两岸视域中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鼓

励书写生活，提振汉语文化，发掘

优秀散文作品，促进两岸艺文交流

与心灵契合。举凡节庆、建筑、民俗、

匠人工艺、饮食小吃、人文历史、地

理风俗、乡土情怀等题材皆可，文长

3000 字以内。

金沙书院散文奖活动于 2019

年开始举办，迄今已经三届，共征集

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及海外华文写

作者来稿近 4000 余篇，获奖作品

共 130多篇。据组委会主任曹放介

绍，这些作品充满了对家族、家乡、

家国的认同，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

山和历史文化的深情眷念，展示了

富有中华民族色彩的习俗、节庆和

非遗文化，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有

益于两岸融合发展和民族复兴。

据悉，本届征文活动截稿日期

为 2023 年 2 月 28 日，2023 年 ４

月完成评选并适时公布获奖名单。

近日，有一座“隐身”浙江衢州

秀美山川中的体育场，受到海外一

家极具影响力的商业媒体的关注，

并报道了 MAD 建筑事务所设计、

上海宝冶集团建设施工的这一衢

州体育场项目。

据悉，衢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自 2021 年 9月 27 日竣工以来，已

成功举办包括浙江省第四届体育

大会开幕式等 39 项赛事活动，累

计接待游客约 36.5 万人次。2022

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也于

近期在这里举办，观众们除了冲着

本届大奖赛是今年国内田径界等

级最高、规模最大的赛事而来之

外，对宝冶建设者承建的这个宛如

外太空空间的特异景观赞不绝口。

在MAD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

马岩松看来，衢州体育场其实是一

件巨大的大地艺术作品：建筑如同

月球上的火山口，建筑消隐于自然

中，融入周围景观。被连绵起伏的

绿色山丘环绕着的体育场，以及基

地上正在建设中的其他场馆，未来

将会共同构成一座占地约 60 公顷

体育公园。通常情况下，这类体育

空间的外围都被沥青停车场所覆

盖，并被交通基础设施分隔开。但

马岩松说，这些坚硬的表面使人失

去了对这类空间的体验，而他则希

望这里能成为这座拥有着 200 多

万人口的城市的新的核心公共空

间。“我们用景观覆盖了所有的空

间，包括建筑，”他说道，“当人们来

到这里，他们不仅能使用建筑，还

能把室外空间当成公园去体验，并

在其中感受自然。”

这一总建筑面积约 9 万平方

米、有 3 万个座位的体育场，工程

过程中创造出并夺得集合了国内

最大面积清水混凝土结构、国内首

个双层膜结构体系场馆，以及世界

最大覆土建筑群等多个桂冠，挑战

了全球及国内多项“最”难点。通过

六百多天的攻坚奋战，上海宝冶的

建设者完美呈

现了马岩松团

队“ 山 水 建

筑＋运 动 主

题＋生 态 低

碳”的设计理

念，打造出置

身于大地景观

的艺术品。

衢州市体

育中心体育场

将城市建筑与

自然紧 密 结

合，融合了竞技与自然之美，打造

出置身于大地景观的艺术品，如今

已成为了衢州市的重要网红打卡

地。 （岳旭堂）

山水建筑＋运动主题＋生态低碳

“隐身”衢州秀美山川中的体育场成为网红打卡地

■图为衢州体育场外观图

■退思园内古装女子提灯笼漫步亭

台呈诗画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