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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公交
一路畅游 7 景点

维修改造危病桥梁
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巴城镇是我国有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近日，在巴城镇及各部门的积极推进下，区域公
交 271 路进行了线路调整和优化。线路调整优化后，此公交线路将巴城镇 7 处景点串联起来，不仅提升
了城镇旅游景点公共交通环境，更在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
来，让我们乘着区域公交 271 路赏昆曲、品大闸蟹、领略阳澄湖的秀美风光、感受水韵巴城的人文情怀。

巴城政府站——听昆曲，邂逅传统文化

No.

1

在巴城政府站下车，稍走个二三百米，就可
到达巴城老街，在这里你可以邂逅俞玖林工
作室、杨守松工作室、昆曲文化会所等可聆
听到缠绵婉转、柔曼悠远“水磨腔”的地方，
也能遇见昆曲主题邮局、倪小舟竹刻馆、昆
北民歌馆、东宝笛馆、昆石书画馆等能感受到
传统文化魅力的场所。

星期九生态酒店站——尝葡萄，
享受生活惬意

No.

2

在星期九生态酒店站下车，你会立即置身于被
誉为“江南吐鲁番”的万亩葡萄园中，眼前的
葡萄藤缠绕在 3000 米的长廊架子上，好像
编织成的绿色“屋顶”。园内种植的品种有
巨峰、夏黑、醉金香、红富士、维多利亚等 20
多种，并建有阳澄湖葡萄酒庄园。品葡萄之
余，如能再尝一尝新鲜葡萄酿造出来的美酒，
真可称得上惬意满满。

今年，我市实施的框架道路
部分桥梁专项维修整治工程进度
已过半。截至 11 月 24 日，市交
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已完
成工程涉及的 33 座桥梁小修工
程；城北大道 4 座人行天桥主要
结构的涂刷；昆太路桥 1700 米护
栏安装；机场路与红杨路下穿短
隧渗水治理施工；2 座系杆拱桥
维修施工。目前，工程涉及的 6
座大中修的桥梁均已进场施工。
据 了 解 ，本 工 程 主 要 对
《2020 年昆山市框架道路桥梁定
期检查详细资料》
《2020 年昆山
市框架道路人行天桥定期检查详
细资料》以及部分桥梁特殊性检
测报告中发现的部分日常小修保
养无法修复的桥梁病害进行专项
维修，投资约 1500 万元，共涉及
桥梁 53 座。其中，6 座桥梁需要
大中修；33 座桥梁需要小修；4 座
人行天桥需进行重新涂装；1 座
桥梁护栏需进行重新改造，6 座
桥梁需进行下穿短隧渗水治理；
3 座系杆拱桥需维修。
本工程于今年 9 月开始动
工。目前，33 座需小修的桥梁已
基本完成伸缩缝清理、裂缝修补，
混凝土构件修补，支座脱空处理
等工作；城北大道 4 座人行天桥
的主要结构涂刷工作已完成，接
下来要进行桥梁栏杆部分除锈涂
刷工作；昆太路桥 1700 米护栏改
造已全部完成；下穿短隧渗水治

理项目中还有 4 座需进行最后一
层面漆涂刷；
迎宾路金鸡河桥、前
进西路玉峰大桥已完成维修施
工；晨曦大桥维修预计 11 月底完
成施工。6 座需进行大中修的桥
梁目前均已进场施工，其中对方
桥与千淀一号桥已完成施工修
复；小千灯浦桥与千淀二号桥已
完成半幅维修施工；中华园路西
姚家港桥已完成北半幅桥梁板更
换，正在进行桥面铺装和伸缩缝
施工；迎宾路新开河桥也已于近
期进场施工。本工程在对各个桥
梁改造施工的同时，还对框架道
路上 45 座不同桥型桥梁进行特
殊性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桥
梁外观检查、主要构件的无损检
测、桥面线形测量，
最后根据检测
结果进行病害原因分析及评估，
并提出维修加固方案和建议。
“本工程计划于 12 月中下旬
完工，
桥梁维修后，
其使用寿命将
得到延长，市民的行车舒适性和
安全性也会大大提升。”市公路
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据悉，
2016年以来，
市交通运
输局每两年组织专业检测单位进
行一次桥梁定期检查，
对桥梁进行
技术状况评定，
根据检查结果制定
桥梁养护计划，
对一、二类桥梁进
行正常小修保养，
对三类桥梁进行
专项维修，
对四、五类危桥及时限
制交通并列入改造计划。（刘 慧）

南开生态园站——逛公园，
亲近自然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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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生态园站下车，便可见到因纪念“天下
第一个吃蟹人——巴解”而命名的巴解园。
园内绿化面积超过 91 万平方米，是昆山西
部的天然“空气净化器”。园内围绕着鳗鲡
湖而设的梦幻蓝色跑道，全长约 5.5 公里，沿
途风光秀丽，是巴城短距离慢跑的首选之地。

宝曼酒店站——品美食，
拜古寺，
远尘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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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蟹脚痒。每年一至 9、10 月份菊黄蟹肥
的季节，因“食蟹大军”的蜂拥而至，整个巴城
镇便会热闹非凡。在宝曼酒店站下车，你不
仅能品尝到热腾腾的阳澄湖大闸蟹，也能
欣赏到沿途小桥流水人家的纯粹江南。如
果再往北走一段路，你还能邂逅远离尘嚣、绿
树环绕的崇宁古寺，感受到来自佛门的清雅神
秘与别样风情。

湖滨路观音路站——实践课，体验生态教育

No.

5

在湖滨路观音路站下车，就来到了林石
嘴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这里原创研发了一
系列针对小学中高年级的品质课程，能让
更多的小学生在课堂之外，学习了解生态农
业和水资源保护的概念和方式。

绰墩山村站——至学社，寻“游园惊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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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绰墩山村站下车，你可以观赏到发掘面积
3393 平方米的绰墩遗址的风貌，这里 3 种史
前文化地层叠压清楚，为研究长江下游史前
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如还想在此地逗留
一阵儿，你可前往西浜村的昆曲学社，在这
里遇见粉墙和竹墙组合而成的梅、兰、竹、菊
四院以及结合水系设计的空间丰富、光影交错
的戏台，感受昆曲的魅力。

新城路并蒂莲路站——抚石板，
感受岁月沧桑

No.

在新城路并蒂莲路站下车，沿着湖滨路南行，便可
来到百戏博物馆。虽百年沧桑，
名与时迁，
但建
造中的戏曲百戏博物馆将成为地域文化与文
旅产业开发融合的典范。再沿着博物馆前
的老街往西走几步，
并蒂莲的故乡——正仪
老街便会缓缓出现，
这里
“东吴夕照”
衬托
“信
义晨辉”，现代文明相映古老建筑，放眼四望，
你会惊讶这世间的美好。
（交 宣）

7

古城路通车
近日，
古城路（湖亭路—城北
大道）路面大修工程完工通车。
本工程历时 120 天，比原计划提
前一个月完工。
据了解，古城路是巴城镇主
要的南北通道之一，
古城路（湖亭
路—城北大道）路面大修工程起
于湖亭路，
向南经迎宾西路、太平
桥，
终于城北大道交叉北侧，
长约
2.739 公里，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
正式开工。本次改造工程主要包
括沥青路面修复、路面结构复建、
护栏更换、排水系统疏通及维修
等内容。
本段工程改造完成后，能大
大改善古城路交通环境、美化城

市、提升城市品位、完善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并可以进一步提升路
网的整体效益，为昆山经济发展
提供有力交通安全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本段工程在
施工的过程中，还在道路交叉口
50 米范围内，水泥稳定碎石施工
前满铺钢格栅，沥青拌合时添加
抗车辙剂、抗剥落剂，
增强路口的
整体完整性及强度。同时，本段
道路还在人行道上采用彩色透水
砼+凸起盲道纹的新工艺，解决
了人行道板砖和透水砼的接缝不
严密问题，
使本段路程更美观、具
有观赏性。
（交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