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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高楼在江岸上
次第生长，江面的桥梁
和立交桥纵横交错，绿
荫间隐约可见的人行步
道随地势盘旋而上，在
重庆徘徊越久，越能感
受到这座立体城市的独
特之处。

特别是在人行步道
蜿蜒盘旋的“母城”渝中
区，层次感极强的老街
巷道、爬坡上坎将重庆
的魅力展现无遗。

今年，落实我市人
行道品质提升工作，渝
中区升级打造了枣子岚
垭、张家花园巷、解放碑
至朝天门等路段的人行
步道，突出城市文脉及
地理特色，将艺术性、舒
适性和观赏性有机结
合，充分发挥出街巷步
道休闲游赏、便捷通勤
等功能，已经成为广大
市民散步、休闲的好去
处，得到周边住户一致
好评和行人普遍称赞。

走进渝中“时光里”体味老街嬗变新生

五彩缤纷的枣子岚垭步道

张家花园步道墙面一景 即将完工的张家花园步道

藏在枣子岚垭步道里的朝气

走上枣张路长长的坡道，在枣子岚
垭正街的窄巷梯处拾阶而上，红黄蓝绿
蓝靛紫，绚丽的色彩扑面而来。

不规则的彩色碎瓷拼成了各种趣
味图案，陶瓷艺术薄岩板生动呈现了
70年代和千禧年的各样用品，梯坎立
面镶嵌着各类美景彩绘……高高低低
的台阶宛如一幅地毯，充满艺术气
息。

五彩缤纷的涂鸦、马赛克、小品剪
影生动活泼，将狭长、陡峭的梯坎装点
得欢快跳脱，叫人眼前一亮，不觉地纾
解了爬坡上坎的疲劳。枣子岚垭步道
这曾经令人望而却步的288级梯坎华
丽蜕变，成为渝中区的必去打卡地之
一，也是市内外游客游览“出片”的胜
地。

“没想到老街巷道能变得这么有朝
气，像是走在春天里，心情变得特别
好。”一名前来打卡的游客笑道，“这里
的颜色特别适合拍照，梯坎上下的方向
不同、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了多
拍一些照片，我上上下下走了几个来回
了。”

据了解，作为连接上、下半城的便
捷巷道，枣子岚垭步道身处渝中区腹
地，位于人民大礼堂北部，临近杨森公
馆、红球坝、马鞍山风貌区，连通大溪沟

人和街、七星岗观音岩等地。
这条步道不仅仅是周边住户往来

必经之路，也保留着老重庆人最深刻
的“梯坎”记忆。盘根错节的粗壮黄
桷树、绿阴蔽日的老街、布满青苔的
青石坡坎，在枣子岚垭步道徘徊越
久，越能感受到重庆这座立体城市的
独特之处。

而此次步道改造，在完整保留原
有建筑、配套设施的基础上，对易滑
路面、破损部分进行了改造和修复，
并对外立面进行了视觉上的全面提
升。以“时光里”为设计主题，采用现
代艺术手法，将记忆文化元素融入步
道建设，让每个漫步其中的行人都能
找到自己曾经生活的点滴回忆，产生
共鸣。

乘上环线步道的时光机

走过70年代的“初改时代”、千禧
年的“飞速发展”，430米的枣子岚垭步
道暂告一段落。随后往前行50米，拐
过转角，张家花园巷步道段无缝衔接

“时光里”主题，带领大家步入2010年
“智能时代”。

随着石梯向下，时空开始逆转倒
流。90年代的“信息时代”、80年代的

“三转一响”……每个时代的代表元素
展示得活灵活现，唤醒了住户和游客们
在时代变迁下的生活记忆。沿着台阶
上下，就如同坐上时光机，自由穿梭于
新旧时光之间。

尤其对老重庆人来说，步道旧貌
新颜还带着年代元素，似曾相见却又
略显陌生，百感交集间，唯叹光阴如
梭。

“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了，这个步
道台阶多、又陡，每次爬得费力，只管
埋头走。”住在附近的戴女士说，“现在
不一样，梯步显得更宽更美，边走边看
不知不觉就走完了。听说还要做文化
墙，讲讲张家花园的历史故事，很有意
思。”

城市品质提升重在细节，渝中区
“时光里”环线步道以“美”来塑造环境，
以“变”来诠释生活。

“我们对老街的记忆是凝固的，但

是时光却是不停流动的，‘时光里’主题
所聚焦的就是时间变迁。我们用明亮
的色彩、丰富的图案来打破大众对老街
的固有印象，营造全新视觉体验，以‘变
化’衬托‘不变’。”

据渝中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时光里”主题步道由枣张路、枣子岚垭
步道、张家花园步道呈三角组成环线，
全程约2公里。目前，枣子岚垭步道的
巷道和台阶已完工、正在进一步美化周
边楼栋色彩，张家花园步道正在紧张施
工中，初显成效，预计春节前将全部完
工。

拿出绣花功夫精雕细琢

今年 6月，我市城市管理局开始
启动人行道品质提升，决定针对人
行步道塌陷、破损、老旧、无完善无
障碍设施等问题开展系列完善提升
工作。

对此，渝中区迅速行动，实行开门
治理，通过指导督促抓落实、精心制定
规范标准、有效治理突出问题等措施，

人行步道品质提升工作取得明显进
展。

特别是从本区梯坎爬坡较多的实
际情况出发，渝中区城管局“绣花”一般
精细地对人行步道的路、树、灯、车；井、
杆、线、牌；箱、亭、栏、桩等进行了重点
整治。

截至目前，渝中区精心打造了枣子
岚垭、张家花园巷、王府井民族路至新
华路横街、李子坝正街、渝州宾馆-大坪
转盘等11条人行步道的品质提升工
作，总长约15.6公里，总投资约3.08亿
元，先后完成了人行道各类砖、透水混
凝土铺装；规范设置各类引导牌、指示
牌、路名牌；新建、改建、修复路灯；对沿
线人行道树进行修剪、规范支撑、病虫
害防治等；规范完善停车位、人行道护
栏、人行道防撞护栏等。累计更换面砖
2.8万平方米、路沿石5公里、线缆4.1
公里、灌木种植0.8万平方米、路名牌
448块。

同时，加大日常管护力度，强化设
施巡查，力求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处置
问题，目前已累计维护人行道路面2万
余平方米、人行护栏42公里、新增无障
碍通道52个。

如今半年过去，变身后的人行步道
颜值显著提升，内涵品质更显丰富。在
今年10月举办的“发现重庆之美”市民
调查推选活动中，渝中区中山四路、枣
子岚垭巷3条人行巷道获得重庆市“最
美人行道”、“最美街巷”称号。

张锋 詹米璐
图片由渝中区城市管理局提供

郭平牯：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的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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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岗敬业、追求创新，带领团队
收获专利36项。

他，乐于奉献、敢于担当，为职工打
造温馨家园。

他就是郭平牯，今年46岁，重庆多
普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普
泰公司”）工会主席、副总经理。

作为万盛经开区中医药战线上的
一位老兵，郭平牯22年如一日地扎根一
线，以传承和创新中医药为己任，把激情
和心血倾注在中医药事业上。今年，他
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敢于创新 突破脉血康生产技术

1998年，郭平牯从四川大学化
学系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国有制
药企业从事现场质量管理工作。面
对陌生领域，他没有退却，“既然选
择了这一行，就应尽全力做到最好，
这是我的人生信念。”郭平牯说，不
懂就学，那时候他只有这一个念
头。他整天“泡”在车间、库房、实验
室，认真学习中药材知识，认真学习
每一样中药材的名字、味道、外形、
功效，1年后，他便记住了200多种
药品的名称及功能，逐渐从中医药
行业的菜鸟成长为专家骨干，并先
后担任公司质量部长、车间主任、生
产技术部长。

2011年，郭平牯作为科研技术
人才，被引入万盛，在多普泰公司从
事生产管理和技术研发等工作。工
作期间，郭平牯发现，脉血康系列产
品存在生产工艺落后、产能低效的
问题。经过一系列实验验证，他提
出了低温连续动态干燥法。该项技
术应用后，制药生产效率提高了 3
倍，成本降低了20%，研究改进的脉
血康系列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国家基药目录、中药保护品种目录
和军免目录。

郭平牯还致力于推进药用水蛭
的成果转化应用，主导制定的“水蛭
（鲜品）质量标准”被列入重庆市中
药材标准，对水蛭医药行业的发展
作出了贡献。

依托工作室 带领团队屡获专利

“解决脉血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

尘问题，我们可以从设备攻关和物料攻
关入手。”12月1日，在多普泰公司“郭
平牯劳模创新工作室”里，郭平牯组织
公司技术骨干，研讨生产中的技术问
题。

郭平牯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于
2016年，主要开展技术项目攻关、理论
和技术知识培训、团队建设、工作机制
探索等活动。“不仅要自己做得好，更要
带动身边的人、年轻人一起干好这份工
作。”一路走来，郭平牯还培养了很多中
医药行业的技术骨干。目前，该工作室
有5名拔尖技术骨干（含1名省部级劳
模）、4名技术人才。

4年多来，郭平牯带领团队，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在推动公司组织创新、
制度创新、经营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明
显成效，成功创建了经市科委认证的
重庆市药用水蛭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经市经信委认证的重庆市企业技
术研发中心。同时，该工作室围绕脉
血康胶囊、脉血康肠溶片等公司主要
产品进行技术研讨、攻关，获得国家专
利36项，其中发明专利28项，累计为
公司节约成本800余万元。

技术的创新突破，使得多普泰公司
的经济效益连续5年保持较快增长。
2019年，公司销售额达4.35亿元，上缴
税收3971万元，成为万盛非公经济企
业纳税大户。作为重庆市医药制造行
业的领军企业，已为超过800万名心脑
血管疾病患者减轻了痛苦，为重庆市医

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增强凝聚力 打造职工温馨家园

作为公司工会主席，郭平牯始终关
心关爱一线职工，建设积极向上的企业
文化，为职工打造温馨家园。2017年
以来，他牵头设立了爱心妈咪小屋、职
工书屋、职工健身场所、药用植物科普
基地、党群活动室等，推出“一分钱早
餐”，得到职工的一致好评，增强了企业
的凝聚力和生产力。

在郭平牯的倡议和主导下，2017
年，多普泰公司设立了“爱心基金”，每
年投入20万元，用于资助困难职工和
社会困难群众。近4年来，多普泰“爱
心基金”共计资助困难职工和困难群
众上千人。同时，郭平牯还积极带队
慰问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用实际行
动传递真、善、美。

“‘全国劳动模范’这份沉甸甸的荣
誉，将鼓励我继续前行。”郭平牯说，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他将带领团队继续以

“钉钉子”的精神务实钻研，弘扬劳模工
匠精神，继续围绕药用水蛭进行深度开
发，对脉血康系列产品进行延伸研究，
生产出更多的“放心药”“良心药”，力争
把公司做成药用水蛭行业的领头雁，以
此回馈社会，服务群众。

潘锋 解维坪 罗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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