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水亭街旧貌

2022年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

9月19日，记者来到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导游小李正带着来
自福建南平的游客团走走看看，团队中有的在听小李诉说水亭门
城墙的典故，有的在衢州城市卡通形象南孔爷爷和城市吉祥物快
乐小鹿前拍照打卡，有的在看邵永丰麻饼店里的师傅表演特色上
麻，还不时拍手叫好。

据了解，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包含水亭门古街区和古城墙遗
址公园两部分，总面积约 20万平方米，是衢州市传统风貌建筑最
为集中、历史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街巷肌理保存最为完好、人文底
蕴最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街区。街区保留原有的“三街七巷”格局，
并存有衢州城墙、周宣灵王庙、天妃宫、神农殿等全国、省市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4处，市级历史建筑59处，不同时期的庙宇、宗祠、
会馆等文化遗存和传统民居建筑相融相织，是衢州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的缩影。

衢州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识水亭门，枉为衢州人”，可
见水亭门在衢州人心目中的分量。邵永丰麻饼店就开在这条街
上，是衢州人心中的老字号。

严雪娇是邵永丰麻饼店里的员工，柯城区航埠人，她感慨道，
记忆里的水亭街，街道不像现在这样宽广，有弯弯曲曲的弄堂，还
有水运码头。大家逢年过节都来水亭街买东西，家里缺什么，水
亭街上就有什么，水亭街是乡下人进城必去的地方。“特别明显的
是，现在水亭门街区整体改造后，来衢州玩的外地游客也多了，我

们店里忙的时候六七个人都忙不过来。”严雪娇说。
家住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皂木巷的郭成龙是一名牙医，今年

60岁，他告诉记者，之前一直和妻子住在水亭门柴家巷，后来搬到
新驿巷居住，2006年搬回皂木巷的新房里。

谈起对水亭门的记忆，郭成龙不禁回忆起往昔岁月。“水
亭门这片算是衢州的中心，以前住的房子是破旧的小平房，路
也破旧，现在街区统一改造后，这些仿古建筑看起来美观又复
古。”每天晚饭后，郭成龙和妻子会沿着衢江旁的江滨公园散
步，也会去水亭门城墙那观看表演，有西安高腔沉浸式演出、舞
龙舞狮表演等，活动很多，特别是遇到节庆，好不热闹。

2013年，我市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启动，对街区
重要古建筑、基础设施进行修旧如旧，2016年全面完成改造。近年
来，衢州以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继
承和弘扬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着力推进经济、生活、文化有机融
合，以“商帮文化集中体现地、中医文化精华传承地、老城繁华传统
生活区、抗战历史不朽见证地”为核心特色价值，将水亭门历史文
化街区打造成衢州未来的“城市客厅”、文商旅综合旅游目的地、衢
州历史魅力及城市活力的集中展示地、衢州“青年创客”聚集的文
创孵化地，2021年总游客量达375.16万人。

相关链接

“高新园区这10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云集了业内龙头企业，其中七八
成企业都有技改、扩能。”9月20日，记者在智造新城管委会高新片区企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昌信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幅10年前的地图，当时这
一带仅有元立集团一家大型企业，晓星大道、华友路还只是雏形初现。

10年后的今天，华友路周边企业云集，除了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
公司（简称“衢州华友”）、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华友新能源科
技（衢州）有限公司、衢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外，天赐、蓝然、科
峰、普信等企业纷纷落地。

2003年转业来衢的王昌信，一直在高新园区工作，见证了这里的发
展历程。2012年，高新园区与衢州经济开发区合并，成立绿色产业集聚
区后，更是步入了发展快车道。2012年，衢州华友动工建设，短短10年
间，衢州华友一企成园，华友系成为与巨化集团、元立集团并驾齐驱的龙
头企业。

近年来，高新园区一地难求。王昌信介绍，高新园区成立之初，就明
确定位“氟硅联动”，氟化工有巨化配套优势，有机硅却是从无到有，招商
引资一度吃过“闭门羹”，随着中天氟硅、富士特、胡涂硅、硅宝等企业入

驻，全国唯一“氟硅联动”园区金字招牌得以擦亮；加之华友系花落园区，
产业链更是延伸到新能源钴产业。

9月15日，浙江时代锂电材料国际产业合作园项目传来喜讯，巨化
集团为这一项目配套的烧碱生产线贯通，这是衢州巨化一体化发展的又
一大步。通过管道延伸，高新园区的企业直接用上了巨化的原材料。

“更让人欣喜的是，这 10年来，高新园区仅 4家企业退出，其中 2家
破产重组，近几年来均实现了无亏损，这非常不容易。”王昌信说，除了产
业链完善、配套设施优，企业自身不断投入、加大技改，经受住了疫情、市
场等考验。近几年来，元立、中天、康鹏、杭氧、森日、海昇、豪邦、环新、建
橙、正和等知名企业都已完成或正在推进技改，有的重回业内龙头行列，
有的实现产业链延伸拓展，有的正在筹划总部经济……在企业实现转型
升级中，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园区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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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高新园区年产值 231.5 亿元。2021 年高新园区年产值达
847.1亿元，占全市比重达34%。

业内龙头企业云集高新园区
记者 王继红 报道组 周毅辉

2009年的衢州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2022 年的衢州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傍晚时分，云蔚霞起，巨大的覆土建筑群——衢州市体育中
心屹立在三衢大地上。9月 17日，记者驱车来到这里，看见几名
小姑娘结伴而行，开心地分享着在体育中心拍的美丽合影。

看着眼前这个崭新的体育中心，在老体育馆工作整整10年的
邢友俊感慨万千，她向记者讲述了那个位于府山脚下，老体育馆的
故事。

自上个世纪末到 50岁退休，邢友俊一直在老体育馆负责物
资管理等后勤工作。“老体育馆紧挨府山公园，环境好，但规模不
大，最多只能容纳两三千人。”邢友俊说，那些年，老体育馆除了
外观、体积无法改变，它的屋顶、地板、座位和体育器械都与时俱
进，陆续更新换代，承办的体育赛事级别也越来越高。“当年的比
赛盛大又隆重，全国篮球甲级联赛举办时，馆内座无虚席，连过
道上都站满了观赛的球迷，每进一球，现场的欢呼声简直能冲
破屋顶。”

为了丰富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老体育馆还承办过杂技表演、
俄罗斯时装表演等，甚至还有宋祖英、毛阿敏、张也等知名歌唱家
共同参与的歌唱演出。“当时她们台前准备、中场休息都在我的办
公室，领导、同事都找我要她们的签名呢！”邢友俊笑着回忆道。

退休以后，邢友俊去上海生活。去年十月，邢友俊收到了浙江
省第四届体育大会的两张票，便带上自己的好姐妹第一次去了衢
州市体育中心。“新体育场规模很大，壮观又气派，很有现代气息，
听说能容纳三万人呢！”邢友俊感慨道，作为老体育馆的工作人员，
看到衢州在她离开的 10年里发展之快、变化之大，智慧新城从一
片荒凉到高楼林立。

走上衢州市体育中心的三楼看台，远处的打球声此起彼伏，长
廊里不时有踩着滑板的青年潇洒而过。看台上还有新人在拍婚纱
照。“这里真的太漂亮了！未来，我们不仅能在这运动健身，还能在
家门口观看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大型文体活动，别提多幸福了。”新
郎徐先生说。

相关链接

2013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37平方米、总面积290.2万平方
米，体育场地数 5075 个，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设施数 23.9 个；
2021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58平方米，总面积590.72万平方米，
体育场地数9765个，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设施数42.7个，位列全
省第二。

家门口观赛事看演出
见习记者 范家熔

2019年的衢州体育馆

2022年的衢州市体育中心

2022年的团石村

一条沿江路改变一个村
记者 林敏

2012年的团石村

天气渐凉，龙游县小南海镇团石村的游客又多了。村中沿江
公路旁的摩巡驿站内，五湖四海的“摩友”风驰电掣而来。古树下
的长凳上，不断有游客落座，远眺悠悠衢江水……

而在10年前，别说吸引游客来，不少家住在这条江边的村民都想
搬离，汪志香的家人就动过这个念头。“那时候，大家都往岸边倒垃
圾，一阵风吹来，很臭很臭，我有个亲戚受不了，就搬到村子里面了。”

团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春茂介绍，2013年时，村中
开始衢江防洪堤改造工程，可步行的江堤建成后，村民不再往江边
倒垃圾，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只是依旧没有风景可赏。

2019年，团石村紧抓“两江走廊”乡村振兴核心区小南海片区
建设契机，全力配合沿江公路、沿江绿道建设。“我们垫高了部分防
洪堤，拓宽路面，打通了多处断头路，串联起总长度约2.5公里的沿
江公路团石段。”汪春茂介绍，沿江公路的贯通，也为村庄带来了发
展机遇。

当年，和沿江公路修建一同进行的，还有全村违章拆除，整
村风貌提升。时光流转间，村民们发现，自己的老家更美了：沿
江公路边的电线“蜘蛛网”全部落地，数 10棵参天古树下有了休
憩的长凳……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去年，一家大型花菇企业租用村中
仓储基地，带动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业。今年 8月份，落户村中

的骏和水上运动俱乐部正式对外营业，引来周边上海、杭州等地
的游客。这些年，团石村从无到有，建起了 7家农家乐、3家民
宿。今年夏天，团石村还接待了不少疗养团队。

“现在空气好，风景好，还好当时没搬走。”如今，房子在沿江公
路边的汪志香，在家中开起了小超市，不用出家门，一年能挣五六
万元，还能照顾到一家老小。

“骑着摩托车，吹着江风欣赏美景，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摩巡驿站创始人王敏也是看中沿江公路团石段的秀美风景，两年
前扎根于此。如今，他的驿站已经吸引各地 7万多名“摩友”前来
打卡。

沿着村中沿江公路行走，看到绿化景观提升、庭院改造项目等
正在进行中，沿路的咖啡店、奶茶店、美好生活馆等也在加紧布局
完善中。“我们又开启了新一轮风貌提升，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我们将开启对村庄 13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进一步挖掘。”汪春
茂说。

相关链接

2020年，总投资32亿元，全长215公里的衢州市美丽沿江公路
全线贯通，串联起沿线6个县（市、区）20多个3A级以上景区、60多
个历史文化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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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9日傍晚，记者来到衢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和便民服务中
心项目（简称“两中心”），天气渐暗，“两中心”的灯光秀吸引了众多
市民前来打卡、拍照，流动的光影在暗夜中绚烂夺目。

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士正和她的朋友在“两中心”的台阶上，拿
着手机拍视频。“我住在南区那边，前几天看到抖音上有人在这边
拍照，很出片，我也想来看看，果然如此。”这名女士姓张，她告诉记
者，她很爱看话剧，之前在工人文化宫看演出，剧场比较旧，很多基
础设施已老化，看演出的体验感并不好。

“希望以后能在这里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丰富市民
的文化生活。”张女士说，以后，她不用跑到杭州去看话剧，在衢州
就可以看了，真好。

“‘两中心’项目作为‘衢州有礼’城市品牌重要展示窗口，又承
载了的地方文化绿洲的责任使命。它的设计汲取地方动、植、山、
水形态灵感，采用动态的设计理念，使其整体造型前卫奇特。”衢州

智慧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两中心”内还设有图书馆、文化
馆、美术馆，接下来，“两中心”功能还会逐步完善，后期文艺演出等
相关文化活动也会跟上。

“‘两中心’的里面又大又宽敞，环境也很好，大剧场最多可以
容纳1500人开会，之前工人文化宫的剧场只能容纳1000人左右。
市机关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说，相信这里会呈现更多的精彩。

相关链接

衢州市“两中心”位于衢州市智慧新城三江东路，项目占地
136亩，总建筑面积25.38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为14.85
万平方米，幕墙面积 13.67 万平方米。项目分为行政服务中心、
后勤保障中心、剧院演艺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和中心大堂5大功
能板块，是一座涵盖市民文化艺术活动和政务办理服务于一体
的大型城市公建综合体。

“两中心”让衢州更加“出片”
见习记者 刘霞君

2012年的衢州市工人文化宫

2022年的衢州市“两中心”

9月 19日清晨，微风送爽，记者来到衢州环信安湖绿道看到，市民
们在绿道上或漫步骑行，或散步赏景，或在周边小树林里打太极、吊嗓
子……绿道带来的幸福感已深深植入市民日常生活。

“以前这里是一条泥巴道，后来变成石铺道，才 1米多宽，一到
下雨天，就泥泞不堪。现在这条家门口的绿道成了大家健身、打卡
的网红路线。”家住柯城区信安街道沙湾村村民陈志宏说。

2012年以来，衢州市委、市政府推进全市“绿道网”建设。环信安湖
绿道便是衢州中心城区绿道最重要的核心环。经过 4年多建设，2017
年，一条“春季樱花浪漫，秋季黄金水岸”的城市滨水长廊基本形成。绿
道环绕信安湖，以溪、江、岛、园为自然特色，串联礼贤桥、桥庵里、市民
公园、信安阁、水亭门、古城墙遗址公园、天王塔等衢州重要人文历史
及自然景点，为市民提供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绿色
生态长廊。

在跑步中亲近自然、探索城市，这是市民陈锦林与城市对话的方
式。“现在的晨跑环境越来越好。每天早晨5点多，我就会从信安阁附近
沿着绿道跑到礼贤桥，然后返回，往返路程6公里左右，刚好起到锻炼的

作用。”有着近 10年“跑龄”的陈锦林切身感受到了绿道建设带来的快
乐，“一边跑步，一边吹着夹杂着花香的微风，充满诗情画意。”陈锦林说。

市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环信安湖绿道建设，充分利用两岸现
有的自然风貌，原有的自然植被，进一步强化枫香、香樟、垂柳等基调树
种，合理搭配银杏、无患子、玉兰、樱花、紫荆等色叶和开花类乔灌木，打
造了一条四季鲜明、色彩丰富并满足生态、交通、遮阴等需求的环湖景观
绿道。

信步环信安湖绿道，只见碧水青山、风景如画，直饮水、休憩处、服务
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齐全。三三两两的市民漫步其中，享受着怡然的小
城生活。

相关链接

截至目前，环信安湖绿道已建成38.77公里，在建11.41公里，绿廊宽
度为20米至60米，慢行道净宽2米至4米，道路面层结合地质情况和周
边环境，采用了彩色沥青、陶瓷颗粒、透水混凝土、花岗岩等多种材料，与
湖区环境融为一体。

环湖绿道享怡然小城生活
记者 毛瑜琼 通讯员 祝世华 陈志军

2022年的环湖绿道

2012年信安湖水系改造提
升工程-北门堤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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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花开胜往昔 料得明日花更红

水亭门街区前世今生的记忆
见习记者 刘霞君 通讯员 陈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