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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古南街位于丁蜀镇区东
北部，是明清以来宜兴紫砂陶主要
产地和商贸中心。古南街位于蜀
山脚下，蠡河之畔，具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生态和紫砂历史文化资
源。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老街
基础设施陈旧缺失，房屋安全隐患
凸显，居住、商用和艺术交流功能
逐渐衰退，昔日繁华的古南街逐渐
黯然失色，引起市委市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高度关注。

丁蜀镇旅游办主任储诚亮告诉
记者，从2015年开始，丁蜀镇政府
结合“顾景舟南街生活旧址”的保护
修缮，以及紫砂特色小镇的创建，开
启了蜀山古南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修缮的大幕。本着“尊重原色、科学
保护、精准修缮、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相继实施了建筑保护修缮、管线
入地改造、市政环境提升等工程。
改造中，丁蜀镇政府和属地蜀山村、
蜀北社区引导居民不搞大拆大建，
把改造过程中产生的断砖石块和破
旧的紫砂盆罐，作为围墙铺装等建筑
用材，嵌入墙中，既节省了建筑用材，
又留住了住户的乡愁记忆，成为古南
街一道靓丽景观。

在丁蜀镇建设局的引导下，
蜀山村、蜀北社区组织紧挨老街
街面的居民，利用家门口和室内有
限的空间进行立体式绿化。走在
老街上，只见一些居民的家门口都

摆放着一盆盆绿色植物，花红草绿
与紫砂花盆相融合，使老街焕发出
勃勃生机。走进老街的任何一家
店面或民房，从室内摆设到墙上的
装饰用材，大多是紫砂陶。“紫砂装
饰材料环保无污染，又体现古南
街的本色文化，是我们的首选。”
一位商户说。

在古南街修缮过程中，蜀北社
区党总支在丁蜀镇党委的引导下，
始终把培育和增强居民及游客的
生态文明理念，作为提升古南街修
缮水平的重要内涵来抓，致力打造
与古朴老街硬环境相匹配的现代

居民的生态文明素养。镇政府聘
请市君辰物业有限公司进驻古南
街，在做好安保巡逻、日常清洁、绿
化保养的同时，配合蜀北社区定期
举办民俗文化活动。并创新性地
对老街居民和商户的生活垃圾实
行分类存放、上门收集。

蜀北社区居委整合各类资源，
开展了一系列贴近居民群众的生
态文明宣讲活动，用寓教于乐的方
式，不断增强居民的生态文明素
质。社区居委推出了“三文三美”
社区治理创新工作法，即：“传承文
化美环境”“依托文化美自治”“激

活文化美人心”，增强了广大居民
参与古南街修缮和保护的主人翁
意识，汇聚了广大居民参与修缮的
智慧和力量。近三年中，老街居民
和商户全力配合完成了管线入地，
以及得义楼茶馆、紫砂同业公会旧
址、蜀山展示馆等历史文化展示点
的修建，美化亮化了环境，创设了
老街宜居宜商宜游的环境。

与此同时，蜀北社区志愿服务
队积极参与蜀山保护，劝诫房屋修
缮无审批、街面乱堆放、绿化乱种植
等不文明现象，进一步净化了老街
环境。蜀北社区居委在征求各方意
见的基础上还推出了“街规民约”，
编排成顺口溜，用方言在老街传播，
潜移默化地规范居民、商户和游客
的言行。蜀北社区居委对照“街规
民约”，组织居民开展环境整治行
动。近三年内，共拆除多年遗留的
违章建筑16处、更换随意安装的门
窗、雨棚等约80处。社区社会组织
——“古南街”紫砂协会承担了蜀山
同行业的交流、帮扶、展示等活动，
组织商户共同加盟古南街保护。

漫步如今的古南街历史文化街
区，粉墙黛瓦的街面廊屋错落有致、
古朴幽静、别具一格。7000多年的
宜兴陶瓷文化，在古韵浓郁的古南
街“复活”，更彰显着现代生态文明
的魅力，吸引着中外游客慕名而
来。 （记者 韩良华 通讯员 张 燕）

本报讯（通讯员张 燕）6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连日来，宜
兴生态环境局会同各镇、街道紧
扣“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这个
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宣
传活动，引导市民牢固确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觉
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合力推进省
生态保护引领区建设，为建设天
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宜兴作出应
有的贡献。

5月下旬至6月底，宜兴生态
环境局将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
际，创新宣传方式，拓展宣传渠
道，组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六五环境日纪念宣传活动。包括
制作展出“美丽宜兴，我们在行
动”系列主题展板，全面展示近年
来宜兴环保工作、环保人风采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进一步增
强市民参与环保工作的光荣感、
使命感、责任感；开展网络竞答宣
传活动 ，围绕六五环境日主题，选
取贴近民生的环保主题，制作网
络竞答题目的微信链接，让更多
的人了解环保、参与环保，扩大宣
传的覆盖面；开展环保宣传进乡
镇活动，在张渚镇、徐舍镇、官林
镇、和桥镇、周铁镇、丁蜀镇等地
开展宣传活动，形成内容共享、联
动宣传的机制；组织绿色学校开
展“五个一”环保活动，通过“大手
拉小手”，起到教育一个孩子、带

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效
果；组织宜兴生态环境局的青年志
愿者开展“与绿色相约、与环保同
行”志愿服务活动，宣传绿色理念，
普及环保知识；联合光大环保能源
（宜兴）有限公司建设环境教育基
地，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宣传、环境
科学普及等工作 ，充分发挥基地

的科普、教育、示范、引导等功能，
推动环境科学的普及和公众参与
环保工作的机制形成；对环保设施
开展“云开放活动”，选取环境监测
站化验室的酸雨、甲醛等化验项
目，将化验过程拍摄成视频，在微
信平台上进行发布，采取微信留言
的方式增加互动性。

与此同时，为创设浓郁的环保
宣传氛围，将于6月5日晚上，在陶
都半岛酒店外侧的幕墙上循环播
放“纪念六五环境日”“美丽中国 ，
我是行动者”等宣传标语。市融媒
体中心、市政府网站等媒体还将开
辟专版（专栏），专题报道纪念活动
情况。

汇聚建设省生态保护引领区的合力
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精彩纷呈

2020年“世界环境日”主
题为“关爱自然，刻不容缓”。
将生物多样性作为主要话题，
旨在制止人类的一些无序活
动造成的物种加速灭绝和自
然世界的衰退。在新冠肺炎
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以及愈演
愈烈的气候危机的当下，绝不
能忽视生物多样性问题。在
今年的“世界环境日”，我们呼
吁大家采取行动，遏制自然界
不断加速的物种丧失和自然
栖息地退化趋势。受人类活

动的影响，100万种动植物物
种面临灭绝的风险。我们亟
须重新思考经济体系的发展
方式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2018年3月23日，生态环
境部发布了当年的“世界环境
日”主题：“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这个主题延续三年，
旨在推动社会各界和公众积
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携手行
动，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中国。

（宜兴生态环境局供稿）

本报讯（记者韩良华 通讯员
蒋 皎）连日来，围绕纪念“世界
环境日”，市荆溪小学组织开展
了“五个一”活动，即：听一场环
保知识讲座、发一份环保倡议
书、学唱一首环保歌曲、编演一
曲环保课本剧、参观一次环境教
育基地。这些生动有效的环境
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
环境保护素养，这也是近年来该
校深入开展江苏省绿色学校创
建采取的举措之一。

绿色学校是指学校在实现其
基本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在日常
工作中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管
理中，开展有效的环境教育活动，
创设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促进
师生、家长参与环保和可持续发
展的实际行动，全面提高环境保
护素养，共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出贡献。围绕创建省绿色学
校，市荆溪小学创新思维，多措并
举，从校园环境保护的氛围营造、
学科教学中环境教育的渗透，到
各类环保教育课外实践活动的开
展，可谓亮点频闪，收效明显。

在多方支持下，市荆溪小学
在校园绿化、景点布置上的经费
投入已逾百万元。在每幢楼、每
条路、每个教室的窗口都能见到
浓浓的绿意。对校园里种植的和
教室里盆栽的每种植物，学校结
合书法教育，组织学生制作了精
美的植物名称牌。学校还致力营

造浓郁的环境教育文化氛围，组
织学生把收集的各种环保标志、
每年“世界环境日”的宣传主题组
合起来，分期在橱窗开辟“环保专
栏”。同时，各班板报设有环保专
栏，学校文化长廊张贴学生绘制
的环保作品，让学生置身在一个
浓郁的环境教育氛围中。

学校把环境教育渗透到学生
的学习和就餐等日常行为的点滴
之中，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生
态文明理念。各学科教师在教学
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把环境
教育渗透其中。美术教师引导学
生用碎布条、铅笔屑等废品粘贴
成美丽的图案，不仅提高学生的
审美情趣，还培育了学生的环保
意识。科学老师在上《保护水资
源》课时，通过猜谜、讨论、举例等
方式让学生了解水的用途，认识
水的重要性，增强保护水资源的
意识。在数学应用题教学中，通
过运算认识绿化造林、消灭害虫
的作用……每一位教师都结合本
学科特点，深入挖掘教材及生活
中隐含的环境教育素材，适时融
入环境教育内容，增强师生的生
态保护理念。

与此同时，学校每年都组织
师生走进社区、走上街头，宣讲
环保知识，清除乱张贴。并走进
环保检测机构进行观摩，了解环
境监测和保护的重要性，扩大了
师生的生态知识视野。

2005年：人人参与，创建绿色家园
2006年：生态安全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7年：污染减排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8年：绿色奥运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9年：减少污染，行动起来
2010年：低碳减排·绿色生活
2011年：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未来
2012年：绿色消费 你行动了吗？
2013年：同呼吸 共奋斗
2014年：向污染宣战
2015年：践行绿色生活
2016年：改善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发展
2017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8年：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2019年：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2020年：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绿色学校■■■

蜀山古南街绿意浓

“世界环境日”由来及意义
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

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
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
境宣言》，并提出将每年的6月5
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同年10
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
议接受了该建议。“世界环境
日”的确定，反映了世界各国人
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
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
和追求。“世界环境日”是联合
国促进全球增强环境意识，提
升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
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
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每年都
在6月5日开展各项活动来宣
传与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
的重要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在每年6月5日选择一个成员
国举行“世界环境日”纪念活
动，发表《环境现状的年度报
告书》及表彰“全球500佳”，并
根据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
题及环境热点，有针对性地制
定每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

“世界环境日”的意义在
于提醒全世界注意地球状况
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
要求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在这
一天开展各种活动来强调保护
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每年的年初
公布当年的“世界环境日”主
题，并在每年的“世界环境日”发
表环境状况的年度报告书。

（宜兴生态环境局供稿）

今年“世界环境日”活动主题

〉〉〉相关链接

历年“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始于2005年）

市荆溪小学环境教育浸润师生心田

环境日之窗■■■

志愿者行动志愿者行动（（通讯员通讯员 蒋蒋 皎皎 摄摄））

蜀山古南街一景蜀山古南街一景（（丁蜀镇提供丁蜀镇提供））

寓教于乐寓教于乐（（通讯员通讯员 陈陈 霞霞摄摄））

翠绿映乡村翠绿映乡村（（通讯员通讯员 张启峰张启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