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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5月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图书馆获悉，
文化行走·阅读中国——迎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城联读活动
全国启动仪式暨聂震宁专题讲座活
动，将于5月30日在重庆图书馆二楼
学术报告大厅举行。

据了解，此次专题讲座活动由重
庆日报报业集团和重庆图书馆共同主
办。届时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

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将来到现场，
以《改变，从阅读开始》为主题，为市民
带来精彩讲座。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70城联读活动5月30日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莎）5月23日，
中央文明办三局、财政部科教和文化
司、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重庆召开全国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调研座
谈会。重庆日报记者在会上获悉，今
年，重庆市新建84所市级乡村学校少
年宫，这批项目建设完成以后，全市33
个贫困区县乡镇中心小学将实现乡村
学校少年宫全覆盖。

2011年，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
育部组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开始大
力投资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2016
年，中央文明办在“全国乡村学校少年
宫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上提出：2020
年实现全国各类乡村学校少年宫总数
达到5万所，全国60%的乡镇至少有1
所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扶持的乡村学
校少年宫，全国20%以上的乡镇农村
学校建有乡村学校少年宫，受益农村未

成年人达到2000万人以上，让农村学
生享受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

中央文明办联合教育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国
文联、中国科协等部门，开展了圆梦工
程，为乡村派出了一大批志愿者，有效
缓解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师资难的问题，
为各地在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支持。同时，中央
文明办还在重庆、河南、湖南等7个省
市选择了42个县的210个乡村学校少
年宫作为试点单位，探索青年志愿服务
团队常态化助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工作模式。截至目前，210个乡村学校
少年宫基本实现了“每校有一队、每月
有活动”，1.2万名志愿者参与进来。

据了解，截至2018年底，重庆已建
成乡村学校少年宫532所，惠及60万
名农村未成年人。

今年重庆新建84所市级乡村学校少年宫

本报讯 （记者 张莎）5月23日
是第6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市文
明办、市文联联合江北区委、江北区政
府，在观音桥商圈举办主题活动，这也
是“重庆志愿服务季”的重点活动之一。

活动现场，全国优秀文艺志愿者、
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礼慧向
全市文艺工作者发出倡议，号召文艺
志愿者们走进基层、走进群众。12支

专业文艺志愿者总队现场授旗，他们
是：重庆美术志愿者总队、重庆音乐志
愿者总队、重庆书法志愿者总队、重庆
摄影志愿者总队、重庆戏剧志愿者总
队、重庆舞蹈志愿者总队、重庆曲艺志
愿者总队、重庆电视艺术志愿者总队、
重庆杂技艺术志愿者总队、重庆民间
文艺志愿者总队、重庆文艺评论志愿
者总队、重庆电影志愿者总队。这标

志着“重庆市文艺志愿者协会+12支
专业志愿服务总队+区县文艺志愿者
协会”队伍体系正式建立。

随后，来自12支文艺志愿者总队
的志愿者们带来了杂技、相声、歌舞等
精彩的演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
广场一侧，还开展了书法、绘画、民间
艺术、摄影志愿服务，市民在现场排起
长队，文艺志愿者或挥毫泼墨为市民

书写格言箴言，或教市民摆姿势拍摄
照片、维修相机，或一气呵成帮市民剪
一幅剪纸。

据了解，近期，文艺志愿者们还将
前往巫山双龙镇安静村，帮助当地培
训文艺志愿服务队伍；走进万州、南
川、沙坪坝区等地开展惠民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走进大中小学校开展文艺
讲座。

重庆举行第6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主题活动

12支专业文艺志愿者总队成立

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重庆两江艺术团团长、重庆市
“最美志愿者”董进波：

争做文艺志愿者就是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扎
根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用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让大家看到美好、看到希望、
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曲艺家协会理事、重庆
“逗乐坊”相声演员宋好：

作为 90 后新生代文艺工作者，要向老一辈艺术家学
习，牢记文化惠民、文化为民、文化乐民的文艺志愿服务宗
旨，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以无愧于
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回报人民。

我是文艺志愿者张礼慧，近年来，
我和文艺志愿者朋友们一道，走进基
层，走进群众，用心用情歌唱，真切感
受到我志愿、我服务、我快乐、我进
步！在此，我向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
发出倡议：

加入文艺志愿者队伍，用明德引
领风尚。我们要以坚定文化自信、弘
扬先进文化、提高民族素质为己任，自
觉践行“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
艺界核心价值观，用扎实的文艺志愿
服务，转作风、树形象，用生动活泼的
创作、栩栩如生的作品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加入文艺志愿者队伍，用精品奉
献人民。我们要牢记文化惠民、文化
为民、文化乐民的文艺志愿服务宗旨，
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观照人
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
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加入文艺志愿者队伍，用奉献点
亮人生。我们要通过服务人民群众的
生动实践，直面人间世相，丰富人生阅
历，磨砺道德品格，提升精神境界，把
服务社会、关爱他人与实现个人艺术
追求有机统一起来，感受为人民服务
的幸福与快乐，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
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朋友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大力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争做新时代文艺志愿者，奉献我们
的艺术才华，回报广大人民群众，尽情
谱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多彩
华章。 倡议人：张礼慧

倡议书

志愿者说

5月23日，江北区观音桥，文艺志愿者们为市民带来精彩的文艺演出。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实习
生 郑明鸿）提到定向车道，重庆主城
区的驾驶员应该不陌生。从南岸经鹅
公岩大桥往九龙坡，从嘉华大桥走嘉华
隧道，想避堵的话，走定向车道是驾驶
员的最佳选择。5月23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目前，
重庆主城区的定向车道已增至15条，
为高峰时段的车辆平均提速 15%左
右。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重庆城市道路沿江靠山自由式分
布，道路密度低且分布不均匀。加之桥
梁和隧道作为连接组团间的主通道，交
通通行需求巨大，极易形成“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的现象。为此，重庆交巡警
结合重庆山地江城道路特点，在2017
年8月28日启用了定向车道，这是在
全国首创的新型交通组织措施。

“定向车道的优势，在于可以提前
分离车流。”该负责人介绍说，通过专用
定向车道，可提高规定方向车流通行效
率，缓解主城区桥梁、隧道等路段车辆
变道交织等问题，进一步增加桥梁、隧
道等有多车道汇入或分流情况路段的
通行效率，改善桥梁拥堵现状和交通秩
序，减轻交通压力。

首批启用的定向车道位于鹅公岩

大桥南岸往九龙坡方向最左侧车道、嘉
华大桥至嘉华隧道一线（双向）。随后，
交巡警又结合各区域位置的特殊情况，
在内环高家花园大桥、民安大道、江南
立交等地新建了12处定向车道。目
前，主城区定向车道一共有15条。同
时，交巡警也根据不同的道路情况对定

向车道进行了升级，如黄花园大桥、机
场路等地采用“定向+公交”混合车道，
保证公交优先通行的前提下，确保整体
交通流运行速度。

据交巡警统计，在鹅公岩大桥等
地采用定向车道后，工作日高峰时段
（17：30-18：30），从鹅公岩大桥南坪方

向去往大公馆方向的车辆平均速度由
原来的23km/h提高到27km/h，车速
提高了15%。内环高家花园大桥定向
车道平均速度由原来的35km/h提高
到了52km/h，车速提高了32.7%。

虽然定向车道对车速提升明显，但
交巡警发现部分路段定向车道内仍然
存在车辆违法占道、违法穿插等交通违
法行为，同时也有少许驾驶员在定向车
道内缓行，造成后方一长串车辆受到积
压，影响整条定向车道的快速通行效
率。为进一步提升定向车道通行效率，
实现其快速通达的效果，重庆交巡警将
加大对定向车道的违法抓拍力度，对车
辆不按照规定通行的情况予以抓拍，按
照违反禁止标线（即机动车穿插定向车
道）的相关要求，对违法车辆处200元
罚款，记3分。

同时，交巡警提醒驾驶员，重型货
车、中型货车、三轮汽车、牵引车、轮式
专用机械车、拖拉机、摩托车不得驶入
定向车道。对以上类型的车辆驶入定
向车道，将按照“机动车不按快、慢速车
道规定行驶”相关要求进行处罚。

主城区开通定向车道15条 高峰时段平均提速15%

近年来，重庆万州区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产业发
展的创新与优化有机融入生态保护，既
擦亮了产业的绿色名片，又守住了一江
碧水的青绿画图，让万州的产业蓝图成
为一幅引人流连的“风景画”。

一心育六型，青山孕动能

万州，位于长江上游三峡库区腹
地，既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储备库和
生态功能区，也是农村人口众多、发展
相对落后的山区。为生态计，重庆为万
州划定最严厉环保红线；从现实看，脱
贫致富是所有山区群众的共同期盼。

如何找到生态与产业的最大公约
数？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
察重庆时指出，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推动城乡自然资本加快增值，使
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按照这
一定位要求，万州设定了发展“一心六
型”，打造长江上游“产业生态化、生态
产业化”先行示范区的绿色发展新路。

所谓“一心”，就是以提升全域水质为
中心，加强生态屏障建设；“六型”分别指培
育循环智能型工业、山地高效型农业、集
散服务型旅游业、绿色智慧型物流业、特
色融合型文创产业、休闲养生型康养业，
六路协力，支起万州高质量发展的骨架。

通过推进全域治水、全域绿化、全
域净土，全面落实河长制，深入开展“三

水共治”，万州交出了一份成绩醒目的
“生态答卷”：长江干流万州段水质总体
保持Ⅱ类；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达到
66%；2018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至
336天……

风景变产业，端起“绿饭碗”

春日阳光一扫深冬晦暗天色，为万
州长岭镇安溪村的安溪水库绣上一道醉
人的金边。春风拂过，水库两岸枝摇叶
荡，山岚轻飏。村支书李德全站在水库
边，兴奋地向半月谈记者介绍水库的开
发情况：“我们现在卖的就是好山好水。”

近年来，依托80亩水库水域，安溪
村发展起乡村旅游。观光步道沿湖而
筑，游船、划艇等水上项目相继推出，安
澜谷生态农庄即将建成，全村多数村民
都端上了生态旅游的“绿饭碗”。

安溪村只是万州化绿水青山为金
山银山的一处缩影。依托山水资源禀
赋，万州区构建产业发展“581”海拔区
间模式——海拔500米以下主要发展
柑橘，海拔800米以上着力于生态茶
叶，海拔500米至1000米则以晚熟李、

早熟梨等小水果为主，适宜区域间作笋
竹、花卉、木本油料。

如今，万州区玫瑰香橙种植面积达到
12万亩、茶园面积达4.7万亩，小水果、中
药材、苗木花卉等特色产业也都迅速成
长。有了这些特色农业的点染，万州的绿
意更加浓郁，对游客的吸引力也与日俱
增。多种形式的采摘节、踏青会让万州农
村人气渐旺，村民日子日益红火。

产业化风景，用心下活棋

2018年底，与长江库岸咫尺之隔
的万州重庆三阳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
一栋栋生产厂房被推倒，一个个化学反
应釜被拆解，一台台机器设备被运走。
这家成立18年的企业退出历史舞台，
为长江生态环保让路。

同一年，相距不远的万州瀼渡镇污
水处理厂通过竣工验收。随着这座日
处理能力200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投
入使用，不但周边居民生活污水常年直
排的历史画上句号，临近工厂的污水处
理装置也有了用武之地。

一拆一建，折射出万州抓绿色发

展、促产业转型的决心。截至目前，万
州钢铁、煤炭、平板玻璃、烧结砖等产业
均已完成落后产能淘汰工作，长江沿岸
1 公里内化工企业关闭搬迁正在提
速。“化工企业产值占规模工业产值比
重已由2012年的28.8%降至11.8%。”
万州区经信委有关负责人说。

走进万州经开区，九龙园的循环化
改造让人眼前一亮。在这里，华歌生物
有限公司生产的氯气可作为吉沅环保
公司的原料；重庆宜化公司产生的煤
灰、煤渣可作为明邦建材公司加工透水
砖的原料，氯化钠可作为华歌生物有限
公司生产盐酸的原料……

截至目前，万州已形成20亿元级
绿色照明、30亿元级新材料等产业集
群，2018年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产值同
比增长18%，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万州
青山绿水间又一道引人驻足的风景。

（原载《半月谈》2019年第8期）

万州：风景变产业，产业化风景
新华社记者 陈国洲

5月22日，重庆市乡村学校少年
宫优秀项目展示活动在北碚区文星小
学举行，在少年宫这片沃土上，孩子们
收获了什么？

“这个机器人有点厉害，还会做酸
辣粉，一点汤都没洒出来！”北碚区双
凤桥小学的展台前，不时响起一阵阵
惊呼，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围观。

一台不足半人高的机器人正在按
部就班地煮着酸辣粉，双凤桥小学四
年级学生吕俊杰正在向大家讲解这个
机器人的作用。吕俊杰学习机器人编
程已经两年了，为了制作这个机器人，
他和另外两位同学研发了半年。

在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机器人创客
空间，和吕俊杰一样拥有同样技能的还

有很多学生。酸辣粉机器人已经是他
们研发的第三代机器人，在此之前还有
智能书桌机器人和智能鞋柜机器人。

取一片粽叶，折成漏斗形状，小心
地将糯米装入，食指将顶部粽叶压下，
用丝线紧紧缠绕，一个粽子就完成
了。端午节将至，合川区育才小学的
老师们正在教学生包粽子。

学校的乡村学校少年宫里有一块
7亩大的农耕地，用于各种作物的栽培
种植，这块农耕地并不是为学校的食
堂准备的，而是孩子们的课堂。稻田
里、池塘边、果蔬地、磨面坊，留下孩子
们的身影和欢声笑语；播种子、种蔬
菜、推豆子、打糍粑，孩子们既增长知
识又锻炼身体。

研发机器人、学习包粽子……

孩子们在乡村学校少年宫收获满满
本报记者 张莎

序号

1

3

5

6

7

8

9

10

11

13

14

15

定向车道名称

大公馆立交定向车道

鹅公岩大桥定向车道

菜园坝定向车道

上清寺定向车道

杨公桥立交定向车道

茶园立交定向车道

五桂立交定向车道

新溉立交定向车道

古木峰立交定向车道

余松路定向车道

松石大道定向车道

大石坝立交定向车道

江南大道定向车道

所在区域路段名称

鹅公岩大桥（南岸去往九龙坡方向）

嘉华大桥（双向）

渝澳大桥（双向）

内环高家花园立交（石马河至杨公桥方向）

内环南山立交至茶园立交

内环南山立交至盘龙立交

人和古木峰立交至新溉立交

新溉立交至人和古木峰立交

余松路至北环立交

松石大道至石马河立交（双向）

四公里至江南立交

学府大道（110中学路口至广黔路路口）

数量

1

2

2

1

1

1

1

1

1

2

1

1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5月23
日，重庆“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
介活动推出了黔江区。该区以“上善濯
水 清新黔江”为题，重点推介了濯水
古镇、芭拉胡、土家十三寨等自然风景，
讲述了“天理良心”、南溪号子等人文历
史，获各界人士点赞，大家认为晒出了
大美黔江风采，晒出了土家语“芭拉胡”
意境中令人心向往之的魅力。

“在土家语中，‘芭拉胡’的语意为
‘峡谷’，就是类似于‘香格里拉’那样心
向往之的地方。”黔江区邻鄂镇松林村
返乡创业青年简义相表示，“区县故事
荟”里向大家讲述了濯水古镇“天理良
心”道德碑的故事，展现了清新清凉峡
谷风采、土家苗汉文化交融的奇异风
俗，自己倍感自豪，将继续立足家乡、带
领群众共同致富。

“大德立城，峡谷扬城，生态靓城。”
黔江区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姚元和表

示，“区县故事荟”文图精美、内涵深刻，
凸显了黔江精气神和独特魅力；“书记
晒文旅”“炫彩60秒”视频，晒出了黔江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立身奋进之
德，炫出了“诗与远方”“田园梦”“故园
情”。“生活在人文魅力和自然魅力兼容
的黔江，太幸福了！”姚元和说。

“黔江秀丽多姿、文化绚丽多彩，即
使是街边几声土家调、一碗绿豆粉，都
有浓厚的人文底蕴。”市民族歌舞团名
誉团长江小平说，他将在创作中更多地
融入黔江多民族文化元素和武陵山特
色，为推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城
市形象尽绵薄之力。

“黔江山清水秀，政治风清气正，是
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我要把这些作
品分享给周围的亲友和孩子们，分享给
外地的朋友们。”黔江区舟白街道社区
居民张正良说。

黔江区文旅委主任庞一胜表示，下
一步，该区将以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
统揽，强力推进濯水、芭拉胡5A景区
和三塘盖康养旅游度假区建设，和渝东
南兄弟区县一道，共同做靓“大武陵”精
品旅游目的地。

黔江“双晒”获各界人士关注点赞

晒 出 了 大 美 黔 江 风 采

相关新闻>>>

（资料来源：交巡警总队）

70城联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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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杨艺）5月23日，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下称重报集团）与香
港置地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将联手打
造集温泉、酒店、旅游、高品质住宅等为
一体的大型高端温泉康养文旅项目。

重报集团党委书记、产业公司董事长
管洪与香港置地中国物业发展及投资助
理董事杨桦共同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
书。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组建项目公
司，有序实施相关项目开发、建设和经营。

据悉，香港置地是国际知名的综合
性开发企业，在业内有很高的知名度和
品牌影响力。深耕重庆市场十余年，香
港置地已先后在渝布局10个项目，包
括多个文旅文创项目与国家4A级旅
游景区产品。

重报集团则是重庆主流传媒集
团。该集团在抓好新闻宣传工作的同
时，坚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坚持推动
以文旅产业为主导的多元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重报集团已成功打造重庆国

家级广告产业园、重庆新闻传媒中心等
一批文旅示范项目，举办A300亚洲全
球商业论坛、重庆文博会等国际性论
坛、会展，具有很强、很专业的文旅策划
营销能力。

管洪表示，此次重报集团与香港置
地进行项目合作，是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
市政府打造重庆旅游升级版工作部署
的务实举措。项目的实施将会推动温
泉旅游提档升级，盘活优良资源，助推
主流媒体融合发展。

“此次合作，我们双方愿意发挥各
自的优势，结合自身在文化旅游、城市
改造升级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共同推
进，依靠合作标的项目自身极为珍贵和
优质的自然与温泉资源，将其建设成为
集国家级旅游景区、文创、康养、度假酒
店、高品质人居与全方位配套为一体的
国际文旅项目，希望为重庆打造一个全
新的国际文旅标杆。”杨桦说。

重报集团携手香港置地打造温泉文旅新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