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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成 452 个 协 商 议 事 中 心
（室），组织2000余名市县委员下沉
履职，开展协商议事 592次……九
江市政协通过推动政协协商平台
向基层延伸、构建政协协商与基层
协商的衔接机制和承接载体，先后
促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564台，推
动了高龄老人津贴认证、老旧小区
物业管理等一批民生难题得到较
好解决，基层协商议事明显增强，
协商中政协元素越来越多，“有事
先商量”的标识遍地开花。

一年多来，九江市政协致力于
推进“有事先商量”基层协商民主
工作，其试点经验被省委改革办列
为全省推广案例之一，正逐步成为
一块亮眼的特色工作品牌。

基层协商新平台
“建立‘有事先商量’平台是更

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初心使命
的政治任务，创新政协履职方式的
一项新举措。”九江市政协主席占
勇介绍，由于基层政协在乡镇街
道、村落社区没有工作机构，积极
推进政协协商同基层协商有效衔
接、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就需要
根据“不建机构建机制”原则，按照

“组织延伸、委员下沉，有效衔接、
加强指导”思路，构建起协商民主
向基层延伸的协商平台、建立完善
协商民主向乡村社区延伸的机制。

2019 年以来，这一条党委领
导、政府支持、政协搭台、委员履职、
各界参与、有序推进的基层协商民
主建设新路径在九江市逐步铺展
开。在九江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了
九江市协商民主建设领导小组，实行“一名市政协领导、一
个专委会对接一个县（市、区）”工作机制；市政协班子成员
带队深入挂点县（市、区），不定期督促指导试点工作开展。

各级政协组织“动”起来了，研制政策文件，科学确定
试点单位，指导平台建设，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政协委
员们“动”起来了，积极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纷纷下沉至乡
镇（街道）、社区（村居）、园区（企业）履职，参加基层协商民
主议事，推动妥善解决群众身边的难事，展现新时代政协
委员的大作为。

大事小事议起来
“城区畅通工程是一项民生工程，必须拿出合理有效

的解决措施”“增加新通道，取消单行限制，看看这样是否
可行”“建议对出行人员进行分流，缓解集中出行时段的道
路压力”……和谐融洽的友好氛围，你言我语的积极交流，
不同观点的互相碰撞，在永修县政协机关会议室，政协委
员与群众代表、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打造城区畅通
工程开展“有事先商量”专题协商活动。

众人聚一起、协商话事宜，自九江市政协开展“有事先
商量”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以来，这样的工作场景在九
江市各乡镇、街道社区、企业园区经常可见。

集镇提升改造是当前德安县邹桥乡政府推进的重点
工作，需要对沿街房屋进行外立面改造。“对旧房进行外立
面改造，不仅可以装饰旧房子，美化景观，而且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对旧房子起到保护和延长使用寿命的作用。”议事
会上，通过直接参与协商过程，倾听乡镇干部的答疑解惑，
群众原有的抵触情绪消失了，并且积极投入其中。

“通过‘有事先商量’这个工作平台，有商有量就把难
事给办妥了。”当地乡镇干部感慨道。

基层协商结硕果
“建立‘有事先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关键是为了通过

协商解决实际问题。”九江市政协副主席吴秋红介绍，协商
不能成为“议而不定、定而不行”的“花架子”，而是要切实
做到替基层群众排忧解难。

参与湖口县棚改征收工作的县政协委员许屏颇有感
触：“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议事过程，拉近群众与委员、部门之
间的距离，在一次次平等协商中逐渐化解了矛盾。”近年来，
湖口县启动了城区棚改征收工作，拆迁工作可谓是拆到哪
里，哪里就产生矛盾。如何让群众满意？“有事先商量”协商
议事平台再次发挥了作用，工作组通过多次召开协商议事
会议，听取群众意见，吸纳有效建议，协商达成的共识以协
商纪要形式报送县委县政府，推动了征迁工作的顺利实施。

“下一步，要继续加强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建设，形
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程序规范、制度健全、成效显著的
基层协商新格局，把‘有事先商量’的工作品牌越唱越响，
让九江市推进‘有事先商量’之路越走越宽广。”占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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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市黄沙岗镇狮子村“80后”女种粮大户刘迎锋，从
2017年开始，在村里用现代化手段种粮，2021年种植早稻
1700 亩喜获丰收。图为夏收期间刘迎锋在稻田收割早
稻。 本报记者 蒋少征摄

夏日傍晚，71岁的尹寿林老人总喜欢坐在永新古城
幸福街的家门前，看正变得越来越“洋气”的街道和不断
涌进古城衣着时髦的年轻人。“我们的古城年轻起来了。”
在古城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尹寿林感慨道。

永新是湘赣两省地域文化的重要交汇点之一，古城
内，矗立着中共湘赣省委旧址、海天春茶楼、宋代南塔等
10余栋古宅与知名文化建筑。但随着人口向新建城区外
迁，曾经繁华热闹的古城走向了“空心化”——古宅民居
日渐破损，街区商业老化凋敝，交通设施、下水通道等配
套功能更是严重不足。

古城是永新历史文化的缩影，更要成为永新发展的
新动能。2019年 4月，永新县委县政府正式启动“重现永
新”古城更新改造工程。通过创造性地引入“针灸式疗
法”，用艺术设计提升沿街建筑与市井风情，用现代业态
复兴街区商业，让古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扎针：激活古城“微细胞”

以盛家坪路与幸福街围合的0.39平方公里的街区，是
永新古城更新改造工程项目一期。在盛家坪路口，一座
宝塔形的玻璃建筑，常常吸引着人们驻足观看。当地居
民介绍，这曾是一座普通的社区办公楼，经过艺术化改
造，已变身为汇聚永新传统美食的网红打卡地。

“如果把城市看作人的身体，我们就是用针灸之法给
患病的城市疗伤，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好比古城的穴位，
我们一针一针扎进去，透过穴位将整个古城的细胞激
活。”永新县旅投公司董事长刘晓翔说，这种对建筑的“针
灸”，绝不大拆大建，而是在完整保留古城原有风貌、乡愁
记忆的同时，对每栋房屋实施个性化的设计改造，植入相
应的商业业态，在激活每一栋古建筑的过程中，实现对古
城的整体激活。目前，古城的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文保
单位、工业遗产等有效利用率超90%。

遵循“挖掘文化底蕴、修复历史记忆、注入商业业态、
改善民生福祉”理念，永新县把保持原貌较好的20余栋沿

街店铺、34 栋公房及街
区闲置用地，作为扎针
点。针对每一栋房屋的
年代、质量、内部空间、

户主生活习惯等情况，制定“一栋一策”，使之与计划引进
的商业业态、品牌高度吻合。同时，拆除街道两旁的残垣
断壁，建造憩园、珍园、忆园、梅园、永园、志园、南塔广场7
个口袋公园，让随处可见的“微景观”营造出街区环境的
新气象。

走进改造后的古城街区，依托 20余栋古宅改建的沿
街商铺，外立面依旧保留着历史的风貌，内部却各有各的
不同——有的成为展示永新非遗文化的新窗口，有的成
为时尚简约的咖啡馆或充满文化品位的文创基地。500
余米长的古城街道两旁，很多店铺的窗台上摆放着各色
鲜花，街道的上空装饰着非遗纸伞，一条文化艺术长廊、
一个公共卫生间、7 个口袋花园恰到好处地嵌入古城肌
理，融合浓郁古风和现代时尚的“文艺范”让人流连忘返。

永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旧城改造部副指挥长贺
文华告诉记者，古城更新改造项目一期涉及700多栋建筑
物、上万人口，总投资1.57亿元，远远低于拆掉重建所需的
费用。更新改造后，引发了新型商业、外地游客的聚集效
应。“针灸式改造投入小见效快，堪称是城市运营的一把

‘金针’。”他笑道。

通络：缔造古城“新脉搏”

“古城更新，既要保住街巷肌理、烟火气息、生活传
统，更要引入时尚元素、新兴业态、现代设计。”回顾永新
古城更新的行动路径，负责永新古城商业运营的CBC建
筑中心运营公司总经理朴国峰强调了“共同缔造”的操作
理念。

何为“共同缔造”？“在永新古城更新改造过程中，县
委县政府负责筹集资金、整合各项行政力量，专业的建筑
设计师、街区风情设计师、园林设计师负责项目的艺术化
改造，周边居民则自始至终参与其中，共同缔造古城的建
筑及生活形态。”朴国峰解释道。

记者发现，该县在永新古城更新改造的实践中，特别
注重社群文化的打造，在人与人的共聚中，形成畅通的

“邻里经络”。通过整合红色文化、非遗文化、餐饮文化、
民宿文化，永新县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群生活，建立起守
望相助的邻里文化，让新旧社群在古城共融共生。

培植新业态、提升传统业态，打通新旧商业和谐相处

的“商圈经络”，对古城商业的复兴亦体现了“共同缔造”
理念。在更新实践中，永新县将原有的“两纵一横”三条
老街改造成展现永新民俗文化、古城记忆、红色文化的主
题街区，并引入现代文创、美食、手工艺、艺术培训等新业
态，使古城商业重焕生机。

“让城市中‘老’的细胞慢慢复苏，让城市中‘新’的元
素茁壮生长，‘新’与‘老’共生融合，从而实现由外而内全
方位更新。”永新县委宣传部部长游文亮认为，古城更新
改造不仅突出了空间形态的改造，更注重了人们生活形
态的更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信步古城老街之中，中
共湘赣省委旧址、海天春茶楼、宋代南塔等老建筑在霓虹
灯下别有一番风味，新兴业态、传统商业共生共存，在时
代的“召唤”下，永新古城迎来“第二春”。

裂变：融入“井冈旅游圈”

“5月 1日，更新改造后的永新古城重新开街，‘五一’
假期，这里天天爆满，每天涌入的游客超过 1万人。”游文
亮告诉记者，永新古城更新改造后，受到各方关注，也备
受本地居民、外地游客青睐，未来将积极融入大井冈山旅
游圈，全力打造成井冈山下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有了现
代旅游产业的加持，永新古城的未来将拥有更持久、更强
劲的生命力。”游文亮说。

打造井冈山下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永新拥有充足的
底气。永新毗邻湘东，南接井冈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湾改编”“龙源口大捷”等重大历
史事件的发生地，境内各类红色景观达 400余处。同时，
拥有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5个省级非遗项目、11个市级非
遗项目，记录在册的传统手工艺更是超过40种。

为顺势而为，进一步打造井冈山下重要的旅游目的
地，不久前，永新县委县政府进一步提出，将继续沿用“针
灸式疗法”，启动古城更新改造二期项目，打通河北路，修
建文星桥，构建“一河两岸”文化景观带，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大古城景区。为保障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永新
县还进一步立下“铁律”：继续坚持“保留城市肌理，更新
功能；保留城市记忆，更新颜值；保留城市生态，更新底
色；保留城市温度，更新业态的理念，对老城区只拆不建，
逐年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打造一个既充满历史韵味又生
机盎然的精致小城”。

用空间的改造，激活城市的“微细胞”；用社群及商业
的重塑，疏通城市的“经络”；用“裂变式”的大手笔改造，
打造井冈山下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因“针灸式疗法”而获
得新生的永新古城，开始以更新的姿容、更大的雄心，阔
步前行再出发。

一针“ ”活一座城
——解码吉安永新古城更新中的永新古城更新中的““针灸式疗法针灸式疗法””

张 晶 段江婷 本报记者 杨建智

刺刺

▶7月21日，横峰县兴安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
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横峰县总工会开办暑期职工子女爱心
托管班，开设绘本阅读、幼儿游戏、魔方、非洲鼓等趣味课程，
有效解决了全县职工3至7周岁孩子托管难的问题。

通讯员 晏 华摄

◀7 月 23 日，位于新余高
新区的江西华腾地毯有限公
司儿童活动中心内，企业职工
子女正快乐玩耍。据悉，该企
业已连续 10 年设立假期托管
班，在寒暑假期间，免费为员
工子女提供托管服务。

邹宇波摄

爱心托管

宋代古塔下的口袋公园宋代古塔下的口袋公园。。 通讯员通讯员 朴国峰朴国峰摄摄

古建筑与时尚设计古建筑与时尚设计、、现代商业融为一体现代商业融为一体。。
通讯员通讯员 朴国峰朴国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