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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刚）10月
21日，有着近百万粉丝的国学博主、
传统文化推广大使句芒带领13位
四川汉服文化爱好者，从成都来渝
参加花博会，并与重庆的汉服文化
爱好者联动，以此来促进两地汉服
文化交流，用汉服演绎“川渝情”。

与13位四川汉服达人一路同
行的，还有五位四川汉服协会成员
以及十多位同样身着汉服的粉丝。

为了推广汉服文化，游园并未采
用集体巡游的形式，而是三三两两地

散落在人群中，给游客们带去惊喜。
汉服达人队伍出现在花博会核心展
区，其服饰之美、文化之美、仪态之美
惹得市民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巡游完“大师花园”“明日花园”
“花之穹顶”等展区后，四川汉服达
人们齐聚“双城和鸣”展区，与重庆
汉服爱好者以汉文化礼仪相互问
候。随后，双方以方阵的形式演绎
汉代礼仪。

据了解，本届花博会特设“双城
和鸣”展区，邀请了四川省泸州市、
德阳市、广安市、成都市青羊区参
展，展示、交流双城生态环境保护和
产业发展的成果。

汉服爱好者演绎“川渝情”

□本报记者 杨永芹

清晨，阳光洒向大地，随着音乐
响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东
方人居哲学”画卷徐徐展开：

清澈的嘉陵江，环绕着重庆大
剧院和“九楼联动”建筑群，一家人
走进“明日花园”，爸爸妈妈在“游
步道”跑步健身；孩子在园内观察
天然景石、多彩植物和昆虫；老人
管理中草药园艺，在按摩步道活动
筋骨、愉悦身心；一家人在露天用餐
区，从果树上采摘柠檬、柑橘、葡萄
等水果……

城市花博会上，“明日花园”江
北园描绘了这样一个和睦家庭的
温馨故事，代表着未来理想人居模
式。

江北园体现重庆山水风貌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明
日花园”江北园依山就势，山形地
貌高低错落，象征着山城多维立体
的空间特色。整个花园以象征嘉
陵江水的“游步道”作为主要的参
观路线，由居家场景的疗愈花园和

社区共建的共生花园组成，串联成
有机整体。

设计师介绍，疗愈花园分亲子
花园、康养花园、静思花园、亲情花
园四个场景，设计源自中国传统文
化特色的多代同堂、多代共享理念，
引入国际前沿的疗愈技术——五感
疗法，旨在探索人与自然同呼吸、创
造和谐的亲子共处环境。

共生花园则直面人际关系疏离
等“城市病”，创造出友好型城市绿
地，旨在鼓励人们走向户外，参与到
社区花园的共建、共维、共享中来，
提升城市家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该园也展示了江北区高质量
发展的城市文明建设成果。”该园设
计团队表示。

花园场景设置各具特色

具体而言，江北园各个花园有
何特色？记者进行了打探。

亲子花园，设有色彩艳丽的花
境，配以怀旧元素，以原木色、自然
色、人工浅色为主，通过对比、调和、
互补不同色彩搭配，旨在唤醒游客
感官，愉悦身心，营造归属感。

康养花园，设有听觉疗愈功效
的风铃，微风拂动，叮当作响，清脆
悦耳。

静思花园，周围模拟自然的天
然置石，宁静的冷色系花境四周环
绕，叮咚的泉水声，可让人洗去一天
的烦尘。

亲情花园，几世同堂围炉夜话，
或者一家人在露天花园来野餐，共
享亲情。

共生花园，则体现共建、共维、
共享、共生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新型螺旋花园由朴门花园技术
演变而来；废旧居家陈设品成为种
植容器，让有限的空间获得更多种
植空间。

两江园充满未来感科技感

“智能化”是未来生活的关键
词。“明日花园”两江园把“智能化”
镶嵌在未来高品质生活中，以“山水
之境、智慧之城”为设计理念，让整
个花园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江园的主
体是一座多面三角菱形的玻璃展
廊，像一座起伏的山脉，寓意山城。

在花园内，随时可以体验到人与自
然的智慧交互。

入口处，是一片向日葵花海。
它们充满着智慧：“看”到游人，会主
动转身，用微笑欢迎。

进入两江园，智能机器人会向
游人送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游客
走动过程中，鸟鸣、水声自动响起，
呈现小桥流水的静谧安闲……

两江园内，还会看到智能喷灌、
割草机器人、感应花卉、感应雾化门
等智能设备，海绵城市、柔性屏、土
壤检测分析仪等也在此展示。

园内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游
客可随时来一场智慧生活体验：骑
着圆形动感单车，游客脚踩踏板，设
备便喷出喷泉；划船机里，游客摇动
把手，彩灯依次在船顶亮起，瞬间就
徜佯在光与影的世界中；声音邮局
里，观众可以通过二维码，把祝福的
话发送给远方的朋友……

设计团队称，两江园在布置上
颇为讲究，比如植物空间中加入由
积木构成的汽车、飞机等，充分展示
了两江新区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等领域的发展。

□本报记者 廖雪梅

10 月 20日至 29日，中国
（重庆）第三届长江上游城市花
卉艺术博览会（简称城市花博
会）在重庆园博园举行。与前两
届一样，今年望海花都有100多
家花商参展。“通过不断打造精
品、突出特色、推陈出新，我们在
城市花博会收获了大批量客
户。”10月21日，望海花都总经
理安大海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借助城市花博会
赚得盆满钵满

安大海介绍，2017年，望海
花市集团顺应市场发展大潮，决
定搬迁市场、转型升级。在首届
城市花博会举行的2018年，位
于江北区石马河宏帆路的望海
花都开业迎宾。由于场地宽阔，
店铺整洁，交通方便，经营项目
多，所以新市场一开业，花都品
牌即一炮而红。

此后，望海花都参加了首届
城市花博会。在城市花博会的
引导、带动下，望海花都赚得盆
满钵满——整个花都经营面积
达到5万平方米，拥有8个经营
特色区，创造近5000个就业岗
位，年交易额达到6亿元以上，
成为全市最大的花卉市场之一。

今年疫情期间，望海花都一
度停业，花商损失惨重。望海花
都不仅减免了所有租户闭市期
间的租金共300万元，还比中心
城区其他花市早开市10天。在
各方的努力下，望海花都的销售
已步入正轨。仅中秋国庆长假
期间，该花市接待客商超过20
万人次，单日销售额最高达到
80万元以上。

助力脱贫攻坚
花商积极行动

在安大海看来，花卉既美化
了城市，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
活，还促进了花农和花商增收致
富，增加了就业岗位，是脱贫攻
坚的一个助推器。

说起脱贫攻坚，重庆市樵颜
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李
樵深有感触。

樵颜园林是我市市政绿化
的主要承办商之一。因为从事
苗圃培植、市街栽植及养护，该
公司创造了近60个就业岗位，
为九龙坡区白市驿镇一个社20
户村民提供土地流转金，还聘用

当地村民为苗圃基地种植工，支
付土地租金及员工工资10年累
计达到一千万元。

“参与花博会提高了企业知
名度，增强了企业和市政园林的
粘合度。”李樵表示，本届城市花
博会吸引了国际及全国优秀花
卉生产企业来参加，樵颜园林了
解到更多前沿施工及种植技术，
将在市政领域引入更多适应重
庆气候的花卉产品，进一步丰富
我市花卉品种。

望海花都最大的花商成昱
花卉负责人杨少昱认为：“城市
花博会擦亮了昱城花卉的品
牌。我们通过打造蝴蝶兰等精
品花卉，展出市民喜爱的多肉
DIY微缩景观盆景以及与国际
接轨的名花新品，收获了大批量
客户。”

为将花博文化、花博理念传
递给更多人，杨少昱还扶助家乡
发展花卉苗圃，带动家乡花农脱
贫致富。今年疫情期间，他还
将上千株郁金香及杜鹃送到
江北区部分医疗机构，赠予辛
勤抗疫的一线医护人员。杨
少昱说：“把最美的鲜花送给
最美的人，既为他们缓解压
力，也带来快乐，这也是城市
花博会举办的一个意
义所在。”

酝酿“升级版”
打造大型文化休闲乐园

借城市花博会之东风，望海
花都如何做大做强？

安大海说，随着我国
经济的持续发展，消费的
转型升级，花卉产业这个
绿色产业、朝阳产业的前景将更
加广阔。望海花都致力于打造
更高品质的花卉产业交易平台，
将和花商共生共赢，协同发展。

他透露，望海花都不仅
要在花博会这一城市级文
旅平台上擦亮品牌、下足功
夫，还将打造“宏帆望海花
都+鲜花港公园”城市品牌，
实现华丽升级。

目前，望海花都正争取政府
相 关 部 门 支 持 ，以“Flower
Life”为主题，融合休闲文化、时
尚元素与花卉文化，建设更多的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争取打造
成为重庆市唯一集旅游、购物、
休闲、娱乐、美食功能为一体的
大型花卉专业文化休闲乐园。
望海花都将进入下一个黄金发
展期。

望海花都参展花商：

“我们在城市花博会上收获了大批量客户”

未来理想人居模式到底什么样

带上家人去“明日花园”实地体验

10月21日，参加“川渝快闪汉服花朝”活动的“花仙子”在江北展区内巡
游。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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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金学：零失误的“守雨专家”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7777
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劳动之星

重
庆
市
总
工
会

今年7月至11月，市总工会开展
了“2020年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及寻
找宣传发布‘巴渝工匠年度人物’”活
动。截至10月19日，今年的网上劳动
和技能竞赛参赛单位已达 867 家，参
赛职工52万余人，职工覆盖面超过三
分之二，项目包括19个国家重点项目
和 123 个市级重点项目，竞赛评选出
了1277位优秀月度之星及178个优秀

“五小”作品。
从本期起，本栏目将择登评选出

的“劳动之星”“技能之星”“创新之
星”和“服务之星”，以弘扬他们的劳
动精神。

只要驻守区县有雨情预警，迟金
学必须立即做好准备抵达现场。因
为降雨之后，往往是发生地质灾害频
率最多的时候……“哪个乡镇地质条
件差，雨量最大，我们就会去那里守
着，及时监测。一旦有临灾预兆，就
会通知受威胁群众及时转移。乡镇
领导、受威胁群众都说我们是‘守雨

专家’。”作为守雨人，迟金学踏实肯
干、能吃苦，切实为老百姓着想，荣获
市总工会劳动和技能竞赛“月度劳动
之星”称号。

“小方向”的大作为

迟金学是重庆六零七工程勘察设
计有限公司岩土设计公司总工程师，说
到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他笑着说：“家
里十几个亲戚都是从事土木工程专业，
所以我也选择了土木工程大方向。”

迟金学说，面对毕业后的就业压
力，在大三分专业方向时，他又面临抉
择，“岩土工程是比较稀缺的专业，选
择这个小方向，就业、工作竞争压力可
能会稍微小一点。读书时，我觉得刻
苦学习专业知识是将来工作所需，但
当我真正参加工作以后，却从中获得
了不少成就感。”

2016年夏天，迟金学驻守黔江。
因为正值汛期，各处地灾险情都需要及
时处置。“6月8日下午6点，接到小南
海镇地质灾害险情报告，我们会同区地
环站、当地政府人员立即赶赴险情现

场，快速建立了简易监测点。经过半个
小时的监测，我们发现数据增幅较大，
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极大。”迟金学
说，当务之急就是通知危岩下方村民马
上撤离，“当时上山下山全靠步行，从布
置的监测点到受威胁群众院落，我们走
了1个多小时，当时很多群众都已睡
下。当我们正在紧急撤离受威胁群众

的时候，危岩体发生了崩塌，危岩体碰
到硬点的岩石、树木和相互碰撞产生的
声音特别响，岩体发生碰撞、解体时产
生的白烟借着手电筒都能看见。”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迟金学和驻
守队员及时撤离了十几户人家。“现
在想来都惊险，好在老百姓都及时
撤离了，未发生人员伤亡，我们还是

很欣慰，也很有成就感。”迟金学说。

11年的零失误

“我现在负责城口、忠县、奉
节、黔江、彭水 5 个区县的地质灾
害防治技术支撑工作，为驻守队员
提供技术指导。”迟金学说。

2020 年进入汛期以来，全市各
区县暴雨不断，城口、黔江、彭水更
是遭遇了40年一遇大暴雨袭击，多
个乡镇、街道受灾。“6月初，城口县
蓼子乡窑子坪就发生了险情，老百
姓屋后陡坡上分布的大体积危石滚
下来把窗户、洗衣机砸坏了。”迟金
学说，第一次险情直接对坡脚16户
83人（常住52人）和16栋房屋以及
省道 S201 过往行人车辆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当时我们就去
了现场开展先期调查和应急处置。”

7月 15 日－17日，迟金学和驻
守地质队员再次来到窑子坪，“受连
日持续降雨影响，滑坡前缘加剧变
形，坡面上还有大体积危石，我们发
现个别危石基座是悬空的，在外力

作用下很容易再次发生灾情，直接
影响到 4 户居民，于是告知乡镇严
禁让道路内侧人员返流居住。”

7 月 18 日，窑子坪滑坡再次发
生险情。因滑体含有大量灰岩块
石，对房屋侧墙造成严重影响，其中
一块石头更是直接崩落至房屋楼梯
间。“当时滑坡还是发生在半夜，因
人员未回流，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迟金学说。

11年来，迟金学长期奔走在地质
灾害现场，有效提前研判，及时保护
了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零失误
的工作表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
可。迟金学说：“通过我们地质人的
一技之长，能在灾害来临之前，帮助
受威胁群众及时撤离，没有人员伤
亡，没有财产损失，能为老百姓选址
建房提供地质参谋，为老百姓解决实
事，这是我们作为地质人最大的希
望，也是我们地质人的初心和使命。”

潘锋 余小凤
图片由重庆六零七工程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提供

迟金学迟金学（（左一左一））到农户家中搜集地质灾害资料到农户家中搜集地质灾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