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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城市气质增魅力，塑造城市视觉
形象

以推动品质城市建设，新城提品质、老城补短
板，区域性中心城市提能级为重点，以集中体现随
州城市文化和经济特点，表达对城市未来发展预
期和向往的“神韵随州 一见钟情”的城市口号为
目标，塑造城市视觉形象。通过城市建筑形象、景
观艺术形象和环境形象，最直观最通俗地表现城
市文化。

以城市建筑形象塑形。从根本上说，城市建
筑是一定地理条件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和表
现。基于随州历史建筑不丰富、建筑特色不鲜明
的现实，建议重点打造草甸子历史街区、淅河老街
街区，以及齿轮时光记忆小镇和擂鼓墩大遗址保
护区，结合随州南站、编钟大剧院、城市出入口及
一河两岸重点地段打造一批标志性建筑，将标志
性建筑赋值曾随地域文化。这对提高随州城市的
知名度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要通过塑造出
既有强烈视觉冲击又具有巨大艺术魅力的标志性
建筑，体现出随州城市真正属于自己的城市个性，
从而体现随州人民的精神面貌、厚重历史和辉煌
明天。

以城市景观形象凝神。由城市道路、绿地、广
场、水景及城市照明景观等形成的外观和氛围组
成的城市景观，既包括城市的历史景观，也包括自
然景观和人工景观。充分利用沿㵐水城市蓝绿空
间，突出编钟文化主题、渲染曾随人文气氛、体现
礼乐文明特征，彰显文化是我们这座城市最深沉
厚重的力量，以文润城、以文创城、以文兴城，推动
文化制高点向发展制高点迈进。无论从外层表象
还是内在结构都展示出深刻的地域文化内涵，为
城市文化形象增添持久的魅力，体现一个城市内

在的和谐与美。加强城市雕塑塑造，应用雕塑特
殊的艺术语言和感染力营造城市空间的美感和艺
术氛围，体现城市的品位和精神风貌。

以城市环境形象显韵。深入推动“创文”“创
卫”，补短板、强弱项，力争创建达标，让城市居民
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通过城市创建专
项活动，提升城市环境形象，提高市民的环境意
识，培育市民的绿色生态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

弘扬礼乐文明的精神之源，塑造城市
行为形象

城市行为形象包括行为言论、服务水平、职业
道德、敬业精神、生活水准、生产和生活环境、公共
关系等，主要体现在政府行为、市民行为和企业
行为。随州要秉承“信义有礼、向上向善”文化
特质，落实重商、重才、重信的理念，推进政务
诚信、社会守信、司法公信建设，做到言有信、
信有诺、行必果，把随州打造成真正的投资洼地、
兴业福地。

以政府行为形象增信。政府是城市重要的行
为主体，政务行为是城市行为形象塑造的关键因
素。政府形象代表着城市的软环境，是城市文化
形象塑造的重要环节。从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政
治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入手塑造
良好的政府形象，培养政府工作人员良好的行为
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为社会树立良好的公共主
体形象。

以市民行为形象增美。市民既是创造城市文
化的主体，也是城市文化的享受者，同时市民又是
城市文化形象塑造的主体，是城市形象的历史和
现实的展示者。市民的素质、精神面貌和待人接
物的方式等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直接
影响一个城市的形象。要大力加强城市精神文明

建设，尤其要培养市民的道德自律意识、文明意
识、法律意识，以他们高素质的言行塑造高水平的
城市文化形象。

以企业行为形象添彩。企业担负着提供产品
和服务的职能，是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是城市形
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行为特别是服务行业是
城市的“窗口”，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城市形象的评
价和看法，在城市文化形象提升中具有特殊的作
用。充分发挥随州专用汽车的产业名片，结合产
业特色和城市口号、城市 IP、城市 LOGO 等随州
文化精粹、形象特写、品牌标志，开发文创产品，通
过品牌优势和文创产品提升随州影响力，以强化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经营道德来塑造城市文化形
象，制定各行业具体可行的行为准则，规范行业服
务态度和行为，提升企业自身形象和行业整体形
象。

凝练曾随文化独特标识，塑造城市精
神形象

城市精神形象是城市文化形象塑造的灵魂，
是城市视觉形象和行为形象的“内核”和原动力，
从聚焦城市发展定位、城市主流价值观、城市风尚
等方面凝练城市精神。

以城市发展定位聚力。城市发展定位决定着
城市未来发展方向，一个好的城市定位，能够有效
引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种生产要素
合理集聚，实现城市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从
而对城市整体形象的提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州要聚焦“汉襄肱骨、神韵随州”目标愿景，明确
将随州建设成为桥接汉襄、彰显神韵、引领品质的

“湖北省特色增长极、圈群战略协同链接点、城乡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以“一主一副双轴、
两屏三区七廊”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谋

划城市发展。建设融山水城、文产人为一体的品
质之城，依托㵐水-府河蓝绿空间、青年路、炎帝
大道打造多功能曾随礼乐文化体验线路，加强水
边、山边、廊边、古城边等重点地段城市风貌指引，
建设魅力人文家园。

以城市精神提炼赋魂。城市精神反映市民的
精神风貌，同时对市民行为具有导向、激励、塑造、
规范的作用，是城市凝聚力向心力的源泉，是城市
文化和文明的浓缩。通过充分挖掘城市的历史积
淀和文化底蕴，为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注入“血
液”。如何把作为随州城市“千年记忆”的曾随
文化，凝练成城市独特标识，让人们谈及编钟就
会想到随州，是城市精神提炼的当务之急。要在
充分发挥市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
上，依靠专业团队策划、提炼。同时，要向市民
广泛宣传以“神韵随州 一见钟情”“编钟”“炎帝
神农”为代表的城市口号、城市 IP、城市 LOGO 等
随州文化精粹、形象特写、品牌标志，把城市精神
贯彻于城市行为的各个环节中，使之与每一个部
门、行业、岗位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外化为市民日
常行为。

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无论是有形的物质形态的形象塑造，还是无形的
精神塑造，既需要全体市民的素质提升和积极参
与，更需要政府的率先垂范、职能更新和正确引
导，以及对城市形象文化内涵的准确解读和相应
的战略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一个城市的良好文化形象一旦形成，就会成
为该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城市发展所需要的
吸引力和推动力，以更大优势吸引生产要素的聚
集，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

（作者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总规
划师）

张忠伟

塑造“神韵随州”城市文化形象彰显礼乐文化特质
随着文化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和

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城市的文化价
值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日渐凸显，显
示出其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如何展示
城市文化魅力、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就
越来越成为每一个城市发展的战略任
务。弘扬“信义有礼、向上向善”的区
域文化，塑造“神韵随州”城市文化形
象，是彰显随州文化基因吸引力，托起
市域提能级的“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对随州而言，曾随文化作为随州
城市的“千年记忆”，“信义有礼、向上
向善”的地域文化可以说是这个城市
的根和魂，是这个城市的历史文脉、地
域风貌及群体生存状态的反映，也是
随州人民深层诉求的潜在表达。建设

“世界音乐之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和世界记忆名录，凝练城市独特标识，
塑造具有随州特定历史积淀而成的城
市文化形象对提升城市品位、优化城
市功能、提高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促
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车云山茶产业发展优势

车云山茶叶主产地车云山村，位于草店镇东
北方向，距离镇区 16 公里，与河南省信阳市浉河
区董家河镇接壤，距信阳市区 36公里。这里发展
茶产业有三大优势：

自然资源优势。车云山村行政版图面积 7.78
平方公里，其中山林面积 8千亩，森林植被覆盖率
97％以上。车云山海拔 578 米，年均云雾日 160
天。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自
然肥力和养分丰富，非常适合茶树生长。中国绿
茶十大名茶之一的“信阳毛尖”就起源于车云山。
所以，车云山茶与信阳毛尖实属同根同源，依托的
是同样的自然资源。

茶叶文化优势。车云山毛尖茶历史悠久，传
说和典故甚多。早在 1300 多年前唐朝时期就在
此发现了茶树。传说武则天患痢疾被车云山茶叶
治愈，特赐银两在车云山顶峰上修建了“千佛塔”
一座。民国初期，“车云山毛尖茶”在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获得一等奖，奖牌、奖章均保存于信阳市博
物馆。1955 年春，车云山村八位老党员茶农，在

“千佛塔”附近茶园亲手采摘鲜叶 10余斤、纯手工

炒制干茶 2 斤邮寄到北京，请毛主席品尝。主席
用此茶招待苏联水利专家，给予此茶“汤清叶绿、
香高味浓”的褒奖，并委托时任国务院办公厅主任
的华国锋同志执笔给车云山全体茶农回信，随信
件附茶叶款和有关茶叶种植的书籍，勉励车云山
茶农种茶致富，信件至今存放于信阳市档案馆。
1997 年，随州车云山茶场携极品毛尖茶在北京参
加全国茶行业评比活动，又摘得金奖。

产业基础优势。车云山村家家户户世世代代
都以种茶、炒茶、卖茶为生。全村种茶面积约 3千
亩，户均茶园面积 30余亩，全村年产干茶 2.5万斤
左右，年总产值 1500万元左右，茶场现已注册“车
云山茶叶”商标。目前车云山有两家茶叶企业：一
是 2005 年成立的车云山茶业公司，位于车云山
村，主要是帮助茶农进行茶叶种植、采摘、加工、销
售等。另一家是招商引进的恒泰农业公司，位于
草店镇工业园，主要生产项目为绿茶、红茶加工出
口，主要出口东南亚等地。

培育壮大茶产业 为乡村振兴赋能

车云山茶产业虽具备一定优势，但是仍存在
诸多不足，严重制约了产业良性发展。结合车云

山茶产业发展现状，笔者认为，需按照“抓整合、
促提升、拓市场、增效益”的发展思路，积极培植
壮大车云山茶产业，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助力
乡村振兴。

龙头带动，打通一条链。从政策层面、营商
环境层面、发展信心层面，鼓励和扶持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一是引入现代理念、现代设备和优秀
人才，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积极主动为车云山
茶产业导入种植、采摘、加工、包装、销售的
全产业链，助力恒泰农业公司在车云山中湾建
设二期茶叶深加工厂项目。二是保护和整合茶
资源，将上世纪末外租给信阳市董家河镇车云
山村群众租种的 1600 亩茶园逐步回收，全面推
行“公司+基地+合作社+茶农”模式，统一管
理、统一推进规模化种植。三是茶场目前生产
季仅仅一个多月，产业融合、农旅融合空间很大，
可依托龙头企业，面向信阳和随州市场，做强融
合发展大文章。

市场驱动，织密一张网。一方面，引领茶企、
茶农，强化对“车云山茶叶”品牌的保护，坚持公
共品牌和企业品牌“两条腿走路”，加大市场整顿
力度，严厉打击任何破坏车云山茶叶品牌的行

为。二是通过开设车云山茶直销店、文化体验店、
直播带货展馆等，丰富拓展销售渠道，目前随州城
区展馆正在设计建设。三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包
括组织举办车云山茶文化节、采摘节等集茶产品
交易、茶品牌展示、茶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宣传推介
活动，鼓励茶企参加国内外茶事活动等等。

统筹联动，下活一盘棋。车云山茶产业要取
得强势发展，绝对不能由茶农、茶企单打独斗，政
府部门要主动当“链长”，整合各方资源，集中县级
城乡融合发展公司、镇级乡村合作公司、村级产业
公司、龙头企业等力量组建车云山茶叶乡村合作
公司，下活一盘棋，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业规划、
项目落地等工作，成体系地推进车云山茶产业发
展。

“豫有信阳，鄂有车云。期待车云山茶成为继
随州香菇之后的又一张享誉全国的农业产业名
片。”这是来车云山采风的市内外学者们发出的感
叹。这是鼓励，也是压力。草店镇要进一步压实
责任、强化举措、激发动力，推动车云山茶产业突
破发展，为随县强县工程和“争创中部百强县”战
略目标贡献力量。

（作者系随县草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阳 斌

盘活车云山茶资源 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随县草店镇种植茶叶历史悠久，

是随州茶叶主产区之一，车云山茶在
业界也小有名气，但是，与一山相连的
信阳相比，车云山茶产业发展还有很
大差距。为了全面盘活车云山茶资
源，做大做强车云山茶产业，草店镇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先后到信阳、恩施等
地学习先进经验，并在车云山村走访
了数十户茶农，问需求、找痛点、查根
源，对车云山茶产业发展有了更多的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