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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难”
7月末的一个下午，地瓜社区的快

递收发室，阚锐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便是：“这儿，
就是我曾经住的地方。”

当然，此时非彼时。上世纪50年代
开始，省、市建筑系统为了改善职工的
居住条件，在曹家巷建起了大量职工宿
舍，这些用红砖修建的苏式三层筒子
楼，也是当年成都市首批楼房。

“那个年代，住在红砖楼房里还是
非常惹人羡慕的。”阚锐用“洋盘”一词
来形容当时的曹家巷。在工地上做了半
辈子活儿的父亲，也在那时搬进了曹家
巷，“刚搬来时，周边都是田地。”

“时代变迁，周围的楼房越来越高，
曹家巷的房子，也越来越矮了。”阚锐
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曹家巷逐渐
破败，曾经让人艳羡的繁华区，成了北
门“老大难”的代名词。

阚锐从出生那一刻起，就生活在这
里，“两代人挤在一个约20平方米的房
子里”，没有私人厨房和厕所，旱厕太
脏，厨房三家共用。

让阚锐记忆更为深刻的，还是曹家
巷菜市，因为住的人多，逐渐发展为中心
城区最大的临时占道市场，摊位夹杂在
红砖楼栋之间，以菜价便宜而闻名。“很
多人不惜多坐几站公交，多骑几公里车，
来到曹家巷菜市采购。但环境嘈杂，时常
臭气熏天，一下雨就泥泞不堪。”

小时候，阚锐的梦想，“就是盼着房
子赶紧拆迁，住上新房。”

◆ 蜕变

这样的梦想，在多年后成为现实。
2012年12月18日上午，曹家巷一、

二街坊危旧房（棚户区）片区自治改造附
条件协议搬迁动员大会召开，4000多位
曹家巷的老街坊参加，也包含阚锐一家。

尽管已过去近 10 年，他仍记得彼
时的种种细节。为推动拆迁工作，曹家
巷人提出了“居民自治改造”的新模式，
摸索出了“依靠群众去做群众工作，依
靠多数群众去做少数群众工作”的“曹
家巷工作法”。最终，曹家巷一、二街坊
棚户区3000多户全部签了字。

2013年9月17日，曹家巷一街坊房
屋拆迁工作启动，这“第一拆”，让红砖小
楼留在了回忆里。不少老街坊都回到曹
家巷，拍下了那颇具纪念意义的一刻。

“从小到大，人生前二十几年的记
忆都留在了这里。”阚锐的讲述里，满满
都是热爱与骄傲——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成
都先后掀起了踏花被、传呼机、公用电
话亭、定制服装的潮流，每次潮流，曹家
巷都是“弄潮儿”。“我爸给我定制了一
身中山装，别提多洋气。”

因为热爱，阚锐一家选择了原地返
迁，在附近租了房子，静待新家落成。

2017年，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区
自治改造项目原地返迁住户结算、交房
工作正式启动，曾经“脏乱差”的曹家巷
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鳞次
栉比的高楼。回迁户、外来者、原居民，
共同构建起一个新的曹家巷集体。

这一年，阚锐带着刚满 1 岁的女
儿，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崭新高楼，
距离曾经的老家、现在的地瓜社区，不
过短短几百米距离。

◆ 新社区

城市更新并没有湮没历史的肌理。
“逛曹家巷，‘打开方式’很重要。”

采访当天，阚锐带着记者一行从高楼林
立的外曹一路穿梭到红墙青瓦的内曹，
新旧切换，像是穿越了半个世纪。街边
随处可见的老字号，不仅承载了曹家巷
人半个世纪以来的味蕾记忆，也笼络了
一大堆新的忠实拥趸。

老曹家巷的记忆也被搬进了地瓜
社区。2018年9月21日，一支由成都市
金牛区委组织部、社治委、区民政局、街
道办事处等组成的团队远赴北京，为曹
家巷找来了“地瓜播种者”——地瓜社
区创始人周子书。2020年冬天，成都第
一个地瓜社区开业了。

在地瓜社区，你能看到一种奇妙又
和谐的新老融合：一门之隔，门外的老
人围坐在木桌竹椅旁，喝茶谈天；门内，
年轻人喝着咖啡带着笔记本电脑，或自
习或办公。

对阚锐来说，在地文化是地瓜社区
的灵魂，“在这里，老曹家巷人总能找到
一些历史印记。”

他口中的历史印记，社区大门“二
哥”颜世平的糖油果子小铺是其中一个。

“这个好吃！”阚锐笃定地说，“二
哥”在成都卖了三十几年的糖油果子，
锅子一开就销售一空，很多老成都人称
它为“成都最资格的糖油果子”。

一年多前，颜世平将糖油果子店开
进了地瓜社区。5块钱一串的糖油果子
和5块钱一碗的盖碗茶，满足了众多老
曹家巷人的期待，更吸引了来成都感受
烟火气的年轻人。

除了糖油果子店，触发阚锐念旧情
怀的历史印记还有很多：呈现曹家巷变
迁的手工房子，记录着居民及退役战士
保家卫国故事的红砖墙，社区居民捐赠
的老物件……这些也无形中加深了“新
居民”对社区的了解。

◆ 新符号

除了老的历史印记，新的符号也正
在诞生。采访这天，地瓜社区工作人员都
去了社区核酸检测点辅助现场工作，一
头萌萌的蓝色“大象”出现在了检测点。

每每在社区看到这头“大象”，阚锐
心中总会泛起阵阵涟漪。“‘曹家象’，仅
仅是名字，就能触及老曹家巷人内心最

柔软的部分了。”今年4月，卡通“曹家
象”出现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当起劝导
志愿者，这“惊鸿一瞥”，让曹家巷社区
的各个居民微信群“炸开了锅”。

那几天，阚锐的手机微信群，每天
都能弹出几百条对话信息，“大家从‘曹
家象’聊到曹家巷，又从新曹家巷聊到
老曹家巷，勾起了无数的共同记忆。”

阚锐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曹家象”
设计，但他清楚地知道这个社区专属IP
的诞生过程。

去年，社区在微信群里征集卡通形
象，并在征集的100多份作品中让居民
们票选，‘曹家象’的雏形就此被选出。
此后，曹家巷社区又与地瓜创新的设计
小伙伴沟通进行了一些修改，比如，加
上了代表金牛区的牛角、一顶有着“曹
家巷”首字母“C”的工人帽。

“曹家巷曾是建筑工人聚集的地
方，工人帽代表老曹家巷人的集体回
忆，它很容易让人共情。”阚锐说。

当然，“曹家象”也并非火在一时。
现在，他是曹家巷社区的特聘生活委
员，是成都第一个持证上岗的社区虚拟
工作者。他会每周“上班”，跟曹家巷的
居民们见面，常态化地参与社区服务工
作。“他也是女儿的偶像，是一个满满正
能量的榜样。”阚锐笑着告诉记者。

◆ 新连接

在地瓜社区的牵线搭桥下，一些新
的连接，正在新老居民之间产生。

“你很难见到哪个社区像曹家巷这
么洋盘。”阚锐指了指眼前这个由售楼
部蜕变而成的地瓜社区说，这里既是居
民玩耍休闲的天地，也是居民自主创业
的孵化园。活动业态更是丰富多样，除
了早教、美术、音乐、舞蹈、瑜伽、脱口
秀、Swing摇摆舞，咖啡、酒吧等年轻业
态也纷纷入驻。

“周围新老居民都很喜欢这个社区
空间，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社区扎
堆。”阚锐自己也是地瓜社区的忠实粉
丝，社区策划的亲子类活动几乎场场不
落。每次带女儿参加社区活动，总能遇
到儿时的玩伴或许久未见的老邻居。

“以前都是自己玩，现在是社区组织
大家玩。”在阚锐眼中，老曹家巷时代虽
然条件艰苦，但“熟人社会”所构建的信
任与亲密，在当下更显得弥足珍贵。“那
时候，家家户户都开着门，邻里可以随意
串门。现在，楼越来越高，门却越来越
紧。”而社区，就是打开那扇门的关键。

他认为，新的社区，新的符号，新的
连接，最终所指向的，都是新的选择。

“小时候我们没有选择，读书只能读对
口的建工子弟小学，交通大多靠走。但
现在，你可以更多更自由地选择教育、
医疗、交通。”

当然，新一代曹家巷居民的梦想也
全然不同，“以前我们的梦想是‘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现在人的梦想，或许就
是‘碧海蓝天，星辰大海’。”

让居民参与到改造工作中，按自己
的愿望改造城市，自己做决定，阚锐想，
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营造，也是

“居民自治改造”的真正含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摄影记者 吕国应 实习生 刘炜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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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网红社区的

8 月 15 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经信局获
悉，2022年度“成都市产业建圈
强链人才计划”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链主企业、工业无人机产
业链链主企业、集成电路产业
链链主企业、航空发动机产业
链链主企业、新型显示产业链
链主企业评选名单正在公示。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链主企业
评选名单
1.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
2.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3.中嘉汽车制造（成都）有限公司
4.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5.成都广通汽车有限公司
6.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无人机产业链链主企业
评选名单
1.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2.四川腾盾科技有限公司
3.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集成电路产业链链主企业评
选名单
1.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成都集佳科技有限公司
3.成都嘉纳海威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4.成都海光集成电路设计有限
公司
5.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成都奕斯伟系统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航空发动机产业链链主企业
评选名单
1.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
2.国营川西机器厂
3.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4.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评
选名单
1.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3.成都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成都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
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胥婷

进阶史

从成都地铁3号线红
星桥站出来，一眼望去，
便是林立的高楼。往里
走，有一栋非常亮眼的现
代化建筑，外层贴着灰色
复古墙砖，里面是暖黄色
调。这是曹家巷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也是地瓜社区
所在地。

“你很难想象吧，这
里，就是我曾经住的地
方，那时候还是一片棚户
区。”阚锐指着眼前明亮
的玻璃房子说。

曹家巷修建于上世
纪50年代，处于成都一
环核心位置，曾是中心城
区最大的危旧房（棚户
区）。经过改造升级，现在
已蜕变成网红打卡地。

在老成都人的故事
中，与曹家巷或多或少有
着不同程度的情感链接，
37岁的阚锐是其中一个。

“曹家巷人因地制宜
发展，坐在家门口就把生
意做了。”在阚锐的记忆
中，家里先后做过踏花
被、公用电话、布料等生
意。2002年开始，马鞍东
路的“粽子一条街”逐渐
发展起来，阚锐一家就以
卖粽子为主。子承母业，
他也因此有了个绰号
——粽子哥。自小长在曹
家巷的他，见过曹家巷不
同的面孔，熟悉这里的每
一寸变化，不管是洋盘
的、落寞的，还是网红的。
从“老大难”到网红社区，
他的故事，也是一部曹家
巷的“进阶史”。

紧接01版 无论是省级层面还
是省以下各级层面，在贯彻落
实中都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
全面落实，把新发展理念贯彻
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
域。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主要方面，切实解决影响构建
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影响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
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
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工
作中都要予以关注，使之协同
发力、形成合力，不能畸轻畸
重，不能以偏概全。

文章指出，要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入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
问题。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要始
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
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促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
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急
不得，也等不得，必须摆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
功，向着这个目标作出更加积
极有为的努力。

文章指出，要继续深化改
革开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既要以新发展理
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又
要通过深化改革为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
机制保障。要在已有改革基础
上，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围

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
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
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继续把改革推向
深入，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
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

文章指出，要坚持系统观
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
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
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要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

文章指出，要善于从政治
上看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
的政治要求。改革发展稳定、内
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样
样是政治，样样离不开政治。党
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
就是处理好各种复杂的政治关
系，始终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越是形势
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越要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
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

“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
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
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
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
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

8月15日，由中建八局承建
的交子公园金融总部产业园（四
期）项目迎来关键突破，项目主
塔楼区域地下室顶板浇筑完成，
标志着项目正式突破地平线，即
将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中建八局了解到，该项目位
于成都高新区交子公园金融区
核心区域，定位为国内一流银
行总部，是由德国GMP建筑事
务所按照国际先进理念打造的
绿色、智能地标项目，办公标准
为超甲级写字楼，建成后将有
助于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建设
金融科技高地，提升金融科技
活力和商务区形象。

“交子公园金融总部产业
园（四期）项目建设内容包括1
号楼A栋连体塔楼和1号楼B
栋营业厅大楼，该塔楼总高约
100米，是项目的主楼，也是建
设的重点。”中建八局项目经理

胡凡介绍。
为了满足绿色施工及扬尘

治理要求，该项目搭建了一个面
积约1.5万平方米的“防尘天幕”
系统，该天幕系统由22个单元
式结构组成，最大跨度122米，
且内部无支撑。相较于传统的防
尘网，这是一种立体的扬尘防控
系统，能将施工现场全覆盖，防
尘、隔热，还能有效减少噪音，并
且可以周转使用，达到了节能环
保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了高温作业环境，该围挡外侧噪
音降低了17.3%，幕布下平均温
度比室外低5℃。

目前，除主楼区域外，成都
交子公园金融总部产业园（四
期）项目其他部分正在大面积进
行地下主体施工，预计将在
2022年12月全面实现地下室结
构封顶，整体进入地上主体结构
施工阶段。黄娟娟 唐磊 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新能源汽车、工业无人机……

五大产业链“链主”企业
评选名单正在公示

成都交子公园金融总部产业园（四期）
项目有新进展

主塔楼地下室顶板浇筑完成

施工现场

改
造
后
的
曹
家
巷

阚锐和女儿

2012年的曹家巷一街坊片区 何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