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城市内涵、提升城市文化、打
造城市精品，以合肥老城区为主体的庐
阳区近年来便逐步明确其核心区范围
内的“逍遥十八巷”品牌定位，相关改造
屡被提及。记者日前从相关部门获悉，
由中国美术学院负责的淮河路步行街
区风貌规划设计基本成型，目前正在招
募项目一期改造的施工方。

本次改造将是继 1993年和 1998年
淮河路改造之后，该街区最大规模的改
造工程。不同以往的是，这一次改造将
更注重历史的传承、文化的延续、时尚
的对接、细节的雕刻，更人性化、精品
化。“淮河路步行街区范围较大，有主
街、小巷、周边景点，经综合考虑，整个
街区将统一品牌，确定为‘逍遥十八街
’。”根据中国美术学院相关人员介绍，

“逍遥十八街”将成为新老合肥激情碰
撞之所，“定位为老合肥老生活活态博
物馆、老合肥城市记忆文化展示、新合
肥新商贸消费典范。”

逍遥津将“牵手”淮河路

淮河路步行街区，北起寿春路、南
抵长江中路，东起环城东路、西至宿州
路，以淮河路作串联、周边连接了十八
条小街巷，是合肥市井、商贸、建筑等多
重元素的集合地。但在更广的范围上，
以淮河路为纽带，它串联了逍遥津公
园、杏花公园、环城公园，形成老城文化
的内环和生态文化的外环。

对于老城文化复兴，设计者给出的
路径分为三个层次。在最核心的淮河
路步行街和逍遥津公园区域，通过拥园
入街的方式，把逍遥津路“搭桥”延伸到
公园门前，两者结合为独具合肥地方特
色的逍遥文化。

再向外围延伸，以淮河路为中轴，
选择性地恢复一部分城市人文节点，

“串珠成链”、打通步行街片区与城隍庙
片区的“脉搏”，形成老城文化内环。在
更广的范围中，恢复护城河记忆，保护
和发掘老城区环城河的历史文化遗存；
以逍遥津公园为龙头，带动杏花公园、
环城公园的有机更新，形成合肥生态文
化公园带。

五洋商行和当铺钱庄回归
“最具市井生活感的老城街区”。

这将是淮河路步行街区此次改造的总
体定位，突出市井逍遥的概念。

为此，街区内将重现“老合肥”的味
道，重要的节点包括城墙城门、城河城
池、四牌坊等老城古建筑文化，以城隍
庙、明教寺、清真寺为核心的不同庙宇
而形成的文化，还有以“十字街”淮河路
和宿州路为核心的商业文化。其中将
形成慢享商业街和市井文化两大街区，
此外还有市井逍遥街区、品牌逍遥街
区、逍遥时尚街区、慢活休闲、活态文化
街区、市民市井街区，分别有美食、潮流
时尚、慢活休闲、老街生活等元素包含
其中。

记者在该规划中发现，对于市井文
化“点”的挖掘格外有意思：其中包括榨
油作坊、德胜当铺、德和庆钱庄，还有上
世纪名牌荟萃的艾宏兴百货，昔日合肥
四大酒楼之一的佛照楼，曾因售卖洋
装、洋纱、洋油、洋火、洋烟而得名的“五
洋商行”之一的鸿义发。

众多逍遥街巷各有定位
“街区的小街巷蕴含了不同的‘老

合肥’元素和文化表达、历史遗迹。”比
如，北油坊巷有“老合肥“的生产和金
融，包括手工榨油作坊、德和庆钱庄、曹
家私宅；撮造山巷有三国文化、民俗风
情，如：曹操、三国征战、拜井神；含山路
有老合肥的建筑、道路，包括花市、佛照
楼。

此次重新发掘，核心是围绕“逍
遥”，将在街巷现有文化要素的基础上
赋予其不同的定位和具体品牌。具体
的定位非常有看点，包括逍遥民艺，将
打造民俗文化街；逍遥民俗，将缔造民
俗庙会物品街；文化雅玩休闲街就是突
出逍遥文玩；逍遥文景，定位于文化商
业一条街；逍遥时尚则展现于时尚与慢
生活一条街；逍遥里弄内可综合体验市
井生活；逍遥美食、逍遥夜市、逍遥小食
则将成为吃货的天堂；此外还有若干小
巷将保留为呈现市井生活原生态的小
街。

·杨璨 张沛·

“逍遥十八巷”将成全省新商贸消费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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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区网吧协会与安徽
文得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自此老城区
的网吧业主们有了自己的法律顾问。
今后网吧业主们再遇到像“消费者在网
吧内丢失了手机，网吧要不要赔”、“租
下门面开网吧后，房主又将该房屋出售
了怎么办”等等这些经营中的问题时，
都能得到专业律师的指导。

“90后”的小李大学毕业后选择自
主创业开网吧，装修等各项工作都如期
完成却过不了消防关，原来他所承租的
大厦整体消防喷淋系统瘫痪，无法取得
消防安全合格证，这可急坏了小李。找
房东、找物业，整整半年时间都没有结
果，开业也变得遥遥无期。无助的小李

近日在协会律师的帮助下，拿起法律的
武器为自己维权。

据区网吧协会负责人介绍，随着网
吧行业的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经营者
希望提升自身素质，规范经营，今后协
会律师团将会定期开展各种法律知识
公益培训，还会通过微信直播、律师日
等活动，帮助网吧业主们掌握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

据悉，区网吧协会已在栢景假日酒
店为网吧业主举办了第一期法律知识
公益培训班，协会50多位会员参加了培
训，会员们一致表示培训内容很好很实
用。

（黄铮）

网吧业主有了专业法律顾问

日前，大杨镇王敦社区联合合肥一家专业眼科医院举办“健康光明行”
义诊活动，为辖区老人进行免费白内障筛查，对筛查患有白内障并符合手
术条件的白内障患者将免费进行手术。 葛传红 摄

免费筛查白内障疾病

本报讯“自从社区有了康复室，我
几乎每天都来这里训练，现在我的腿明
显比之前好使了。”日前，家住四里河街
道桃花园社区的残疾人士杨志炯老人
边在社区残疾人康复室进行康复训练，
边开心地说。

为给社区残疾人营造一个良好的
康复环境，自今年开始，桃花园社区在
市区两级残联的指导下，新建了近 100

平方米的残疾人康复室。该康复室配
备了四肢被动训练器、平衡椅、肘关节
牵引椅、认知组件、拼图积木等一系列
康复辅助器材，为辖区大多数残疾人的
康复训练提供便利。据悉，桃花园社区
目前共有残疾人 98人，社区已为他们
全部建立了康复档案，今后将不定期为
残疾人进行各类康复训练指导，帮助他
们恢复健康。

据该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残疾人康
复室作为民生工程的一个后期管护项
目，免费向社区内残疾人开放，并将有
专业资质的康复训练员每周到现场进
行康复训练指导。桃花园社区残疾人
康复室的建立，让残疾人康复有了好去
处，得到了居民的一致称赞和好评。

（闫晨志 李艳华）

残疾人康复又添新去处一句话 消息

“生活百巷”聚焦老城之美

李涛《幸福好日子》地点：庐阳拱辰街 杨华《窗外的街》地点：城隍庙

张玉进《小巷棋战》地点：四古巷
马点娥《日落撮造山巷》地点：撮造山巷

日前，由区委宣传部、区档案局、区民政局联合主办的合肥老城“生活百巷”摄影比赛暨老照片征集活动评比结果揭晓。
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共收到摄影作品及老照片近千幅。经过微信投票互动、专家评选，产生了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

五名，以及优秀奖20名。此外，老照片组共收集17组。为了进一步扩大征集活动影响，本报选取部分获奖作品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本报讯“钱大妈，您的 3000块钱
的救助金已经到账了。”近日，在逍遥津
街道义仓社区居民钱桂英家中，社区工
作人员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钱桂英。

钱桂英今年 70岁。她家的经济收
入虽然不高，但一家老小在一块过得倒
也幸福自在。然而这一切都因为今年6
月钱桂英摔伤住院的事而改变了。为
了给钱桂英治疗，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
也花光了。全家人为住院费发愁的事，
被义仓社区工作人员知道了。社区工

作人员上门详细了解了钱桂英的情况，
并结合城乡医疗救助这项民生工程政
策，主动为钱桂英准备申报材料，为其
成功申请了城乡医疗救助。

城乡医疗救助作为今年的民生工
程项目，按文件规定，城乡低保户、农村
五保等群体，患本区（市）规定的重病病
种的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病人、因病致
贫家庭重病患者、低收入医疗救助对
象、特困供养人员等，符合相关条件的
都可以到户籍地所在的社区申请城乡

医疗救助。
为了有效推进民生工程政策实施，

近年来，逍遥津街道积极进行宣传，并
为辖区有需要帮助的居民提供相关服
务。截至日前，逍遥津街道已累计救助
城乡困难群众 24人次，为他们争取医
疗救助资金 117000元，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被救助人员的实际困难。

（赵红军）

医疗救助情暖困难家庭

本报讯 近期，区市政绿管办园
林绿化管理中心正集中主要力量投
入到秋季集中补植工作中来。截至
目前，全区范围内的行道树补植工
作已全面完成，当前工作主要集中
在二环路以外诸如淮北路、八公山
路、阜阳北路、三国城公园路等绿篱
色块的补植，下一步将逐步向市区
及重点路段推进。 （林雪洁）

本报讯 近日，杏林街道望城社
区联合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与辖
区 6名特扶家庭老人相约，上门为
老人测量血压、做健康指导、建立个
人档案，同时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
议书”。签约家庭医生，就意味着享
受全方位服务，既包括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也有“量身定制”的个性化
医疗健康服务。望城社区将联合家
庭医生为特扶家庭提供持续、安全
的综合医疗卫生服务。（韩丽 张琴）

本报讯 10月 30日，区城管局官方
微信服务平台“庐阳城管在线”最新推
出“便民地图”查询功能。只要关注该
平台公众号，在主页面下方点击“便民
服务”栏弹出“便民地图”字样后可直接
进入，在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页面上
就会显示 P、ATM等字母，分别代表了
停车、ATM取钱等服务，进一步点击这
些字母就可以找到其具体位置。

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出门在外
往往会遇见一些不便,想停车却不清楚
最近的停车场怎么走，有时随意停放则
免不了吃罚单；想取现金却找不到附近
的ATM,绕了一大圈却发现原来就在身
边；想上厕所却不知道附近的公共厕所
在哪里……为解决市民出行、生活的一
些不便，日前，区城管局联合市城泊公

司推出微信“便民地图”。
在“便民地图”上，使用者可自定义

搜索半径或搜索地址，常用地址同时具
备收藏功能。市民朋友需要找停车场、
ATM、公共厕所、加油站时，可以通过界
面右上角选择类型，点击最近的服务点
名称，便可看到快速到达所需场所的路
线。“该‘便民地图’是利用‘互联网+电
子地图’等信息技术，把当前零散分布
的城市服务资源整合起来，方便市民在
主城区迅速找停车场、ATM、公厕等出
行生活服务点。有需求的市民只需通
过微信软件搜索公众账号‘庐阳城管在
线’或扫描二维码方式关注，即可获得
许多方便。”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

（肖倩 王飞）

城管微信推出“便民地图”服务

本报讯“换成天然气方便多了，还
便宜，感谢政府的关心，给我们这些老
百姓带来了实惠。”日前，杏林街道辖区
新都花苑小区居民李阿姨开心地说。
据悉，随着该小区天然气入户点火工作
的顺利结束，该街道辖区 5个小区的管
道液化气置换天然气工作全面完成。

杏林街道辖区内的 5个管道液化
气小区大多建设于上世纪 90年代，管
道使用年限较长，部分小区的管道出现

锈蚀，设施老化比较严重。为切实保障
居民的用气安全，2015年，全市启动了
管道液化气置换天然气改造工程，计划
两年内完成全部置换工作。

为尽快全部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
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积极上门入户宣
传优惠政策，并代收费用、协调施工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此项惠民工作按
时完工。

（郑迎松）

5小区完成燃气置换天然气

本报讯 家住三孝口街道的史女
士从社区民生联络员手中领到了 3000
元的存折，享受到了省民生工程社会
救助项目。日前，三孝口街道在开展
精准服务居民的“民生五色带、勾勒幸
福彩带”活动中，史女士通过“五色带”
民生公示牌上的二维码注册了民生
APP，并通过社区办理临时救助金。

目前，三孝口街道正在辖区制作

安装含有我区实施的 31项省、市民生
工程项目、联系电话、联系人、便民服
务电话、社区食堂送餐服务热线、民生
庐阳APP注册等相关信息的民生服务
栏，让居民第一时间就能联系上街道
的民生工程工作人员，确保民生工程
做成全天候、全方位、零距离、360°热
情为民服务的工程。

（许玉龙 许胜亚）

精准服务让百姓得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