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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12月 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渝北区环保局获悉，
为了改善碧津公园内碧津湖水质，该区
在全市率先试点“食藻虫引导水下生态
修复技术”（以下简称“食藻虫技术”），通
过构建“食藻虫—水下森林—水生动
物—微生物”共生体系的生态自净系统，
对碧津湖水体实施水生态修复。

渝北区环保局副局长陈学军介绍，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城市规
模日益扩大，城市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
作为城市重要资源和污水载体的河流、
湖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为进一步改
善湖库水生态系统，渝北区经多方考察，
结合实际多次比对，决定打破传统的环
湖截污、库底清淤、定期换水、搭建生态
浮床修复的治污模式，在碧津湖试点使
用“食藻虫技术”，对碧津湖进行水生态
修复。

食藻虫是一种低等甲壳浮游动物，
学名Daphnia magna，全世界都有分
布。按水域盐度主要分布为三个地理性
亚种：淡水种群、盐湖种群、海水种群，经
过驯化可以专门摄食蓝绿藻，成为蓝藻
天敌。上海海洋大学何文辉教授科研
团队经过十五年的蓝藻驯化、提纯、复
壮，驯化出的食藻虫可以从根本上解决
富营养化水体蓝藻消除的难题，获得美
国、中国发明专利授权。目前，在全国
黑臭河道、湖泊水体中使用“食藻虫技
术”实施水生态修复的500多例案例均
取得成功。

使用“食藻虫技术”实施水生态修
复，就是先用“食藻虫”吃掉湖水中的
各种藻类和有机碎屑，迅速提高水体
的透明度；再种植恢复水下植物，并投
放鱼虾螺贝等水生动物，让水体形成
健康、完整的清水生态系统。采用“食
藻虫技术”不需清淤，见效快，集中治
理期满 60天，沉水植物逐渐生长，水
体透明度达 1米以上；集中治理期满
90天，生态系统基本稳定，水体透明
度达到1.5-2米；集中治理期满12个

月，“水下森林”形成，3米以内清澈见
底。形成水下生态系统以后，就不需
再定期换水，水质稳定不反弹，后期维
护简单，时间越长，水质稳中向好，维
护成本逐年降低。

陈学军介绍，自11月初工作人员在
碧津湖投放食藻虫至今已经一个多月，
碧津湖水体透明度已接近1米，沉水植
物逐渐生长。待水体建立了完善的湖
体水生态系统后，碧津湖将更加凸显其

景观性、娱乐性、亲水性以及生态性。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市民再游碧津湖，
就可以隔着湖面看到水下摇曳的水草，
碧津公园也将成为更多市民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

重庆首次试点食藻虫生物净水技术
碧津湖将出现“水下森林”

“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音乐剧，文化惠民消
费季真是让我们彻底享受到了文化福利。”近日，在重庆大
剧院观看了经典音乐剧《保镖》之后，市民刘冲在朋友圈内
感慨道。

重庆日报记者12月5日从市文化委了解到，随着以“学习
贯彻十九大 文化惠民进万家”为主题的第二届重庆文化惠民
消费季在我市各区县陆续展开，一系列精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让
市民应接不暇，也让他们享受到了实在的文化福利。

多姿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

“感谢文化惠民消费季，让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心仪的邮
票。”11月24日，在第二届万州惠民消费季的启动仪式上，市民
陶天在邮政集藏文化产品惠民展区购买到一套看中已久的猴
年邮票。

“在本次惠民消费季期间，我们不仅设置了邮政集藏文化
产品惠民展区，还设置了乐惠乐享图书阅览区、艺术品展览区、
非遗文化区等多个展区，就是希望居民能更好地享受这场文化
盛宴。”万州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万州区的活动只是第二届重庆文化惠民消费季众多文化惠
民活动的一个缩影。据市文化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向全市人民
提供一场能看、能听、能玩、能买的文化盛宴，各区县文化委抓住
区域特色，相继策划实施了分会场启动仪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文艺演出和现场观众互动体验环节，“例如长寿分会场就通过组
织长寿古镇文创孵化园20余家商家开展促销活动，永川分会场
则通过现场启动‘乐战永川·速度激情、乐唱永川·歌声嘹亮’活动
报名的方式，让市民参与到文化惠民消费季之中。”

文化企业的加入让消费季更具活力

“让市民能享受实惠，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市文化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和上届文化惠民消费季相比，本届进一步优
化惠民模式，从直补消费者转变为直补文化市场主体。“一方
面，我们对‘重庆文化惠民消费企业联盟’进行扩容，对入选企
业提供媒体宣传、线上渠道、活动组织、评比表彰、优惠政策等
方面的优惠权益。同时，我们还将对表现突出的文化企业予以
补助，从而吸引更多文化企业的加入。”

他表示，和上届文化惠民消费季相比，本届各分会场的入
盟文化企业明显增多，企业类别更加丰富多样。“例如江北区就
从首届消费季的90多家入盟文化企业增加到200多家，涵盖电
影院线、文化艺术、休闲娱乐、文化传媒、文化园区等种类，为市
民提供电影、科技、阅读、音乐、演出等多方面的文化惠民活动；
万州区通过举行三峡文化书籍巡展、电影微电影展映周、赏石
文化展、电竞比赛等12项精品文化活动，掀起文化惠民热潮。”

“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也拉动了市民的文化消费热
情。”这位负责人表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第二届文化惠民
消费季自启动以来，短短两天，会场销售总额就达70万元；巴南
区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自启动以来，短短的三天时间就吸引了
近6万市民参与其中。

各区县文化消费季活动如火如荼

企业增活力 市民得实惠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垫江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
奇。在垫江，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广富
盛名，而垫江还有一“花”名声在外，洁
白水嫩，如瑞雪、似梨花，那就是在源
远流长的饮食文化中绽放异彩的垫江
石磨豆花。

“芝麻、豆豉、花生米、葱花、折耳
根、胡辣壳、油辣子、青海椒、糟海椒、
胡椒、花椒、山胡椒，样样都好吃……
垫江豆花美，垫江豆花香，一副石磨推
千年，千年岁月磨出那个滋味长……”

一缕乡愁，万般回味，那些美食情
怀都深深凝结在一碗碗白嫩绵柔的豆
花里。

为继承和发扬特色美食文化，去
年以来，垫江正式启动“中国·垫江石
磨豆花之乡”创建工作，大力对垫江
石磨豆花文化、传统、特色进行挖掘，
并通过打造豆花美食品牌形象、规划
豆花美食圈、培养餐饮专业人才、加
强食品安全监管等举措，着力将垫江
石磨豆花打造成一张闪亮的城市名
片、美食名片和旅游名片。

10月13日，在第十四届餐饮食品
博览会上，中国烹饪协会正式授予垫
江县“中国石磨豆花美食之乡”称号，
这也成为垫江美食旅游文化的金字招
牌。

垫江石磨豆花美味难以言喻，是

对“一山牡丹红，百里米粮仓，千年耕
读史，万家豆花香”的完美诠释，是中
华饮食文化的魅力瑰宝。让我们走进
牡丹故里，尝地道石磨豆花，品味记忆

中的乡愁味道。

石磨豆花城市名片闪亮
垫江打造餐饮品牌树行业标杆

垫江石磨豆花从起源至今已有上
千年历史，是一种全手工制作、绵而不
老、嫩而不溏、洁白如雪、清香悠长的嫩
豆花。因颇具特色而自成一派，“一清
二白三鲜嫩，四红五绿六麻辣”，这是垫
江人对正宗石磨豆花的精辟总结。

豆花之嫩，味道之鲜，豆花、蘸水、
米饭缺一不可，豆花虽是主角，可秘制
的作料成就了它的美名。垫江石磨豆
花有30余种调料，食客可依口味爱好
择选。当拌好作料的豆花挑至米饭之
上，涂匀包裹之后入口，米饭的甘甜综
合调料的香辣，带上豆花的清香绵软，
销魂荡魄，回味悠长。

在垫江，每到午饭时间，街上大大
小小的豆花店，喜爱豆花的食客在此
汇聚。而在重庆，豆花店遍布大街小
巷、旮旯角落，吃货们对垫江石磨豆花

更是尤为青睐。据统计，全县有专门
经营石磨豆花店360家，石磨豆花中
餐店有900多家，仅重庆主城就有上
千家店铺经营垫江石磨豆花。走出垫
江，风靡巴渝，垫江石磨豆花不仅是巴
渝美食文化代表，更是垫江一张闪亮
的城市名片。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垫
江石磨豆花已形成一个重要的产业。
为塑造“石磨豆花美食之乡”品牌，垫
江县一直坚持不断创新发展，将美食
与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中华餐饮文化
与世界餐饮文化相融合，加强休闲美
食与文化、旅游、会展等行业的结合，
在多元化服务的同时，挖掘、传承垫江
地方菜和风味小吃特色，借鉴各地特
色菜品技艺，创新发展特色菜品和名
特小吃，增强美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积极创造助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垫江县政府制订了石磨豆花发展
规划，建立了花椒、油菜、榨菜、莲藕等食
材基地，开展评选名店、名厨、名菜活
动。县就业培训中心还开设了石磨豆花

技艺课，培养后备力量。同时，制定了
《垫江石磨豆花烹饪技术规范》、《垫江石
磨豆花名宴、名菜、名点及名店标准》，致
力于培育餐饮示范门店，为以“垫江石磨
豆花”为主要经营特色的餐饮业商户提
供规范化、标准化的行业标杆。

石磨转乾坤，豆花行天下。接下
来，垫江县将规范垫江石磨豆花发展，
按照统一标准改造垫江石磨豆花餐饮
店20家以上，支持1家龙头企业发展
垫江石磨豆花连锁经营，并开展垫江
石磨豆花博物馆、一条街、体验馆等建
设，把垫江石磨豆花打造成为具有牡
丹故里特质的中华美食之花，让它与
牡丹花一道光耀华夏。

举办首届石磨豆花文化节
五大活动助推餐饮业提档升级

千年传承，历久弥新。垫江石磨
豆花因做法讲究自成一派，工艺独到
堪称一绝传承川味鲜辣，广及巴渝。
为弘扬垫江特色美食文化，促进产业
与文化融合发展，提升垫江美誉度和
影响力，9月9日—10月8日，垫江县
举办了以“创石磨豆花之乡，树丹乡美
食品牌”为主题的“2017中国·垫江石
磨豆花文化节”。

精彩纷呈的文化节包含五大活
动。在垫江石磨豆花名店(示范店)评

选中，市烹饪协会组织专家对自愿申
报并实施“六统一”改造的38家垫江
石磨豆花店进行现场评审，评选出垫
江石磨豆花示范店6家。

组织垫江石磨豆花名宴名菜名点
评选，共12家企业参赛，市烹饪协会专
家现场评比，评出垫江石磨豆花名宴3
席、垫江石磨豆花名菜12道、垫江石磨
豆花名点12道。垫江石磨豆花名宴、
名菜、名点更是得到专家盛赞，特色创
新的豆花菜式让观摩市民大饱眼福。

在垫江名豆花评选中，采取网络投
票与市级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由市烹饪协会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审，
综合评选出垫江石磨豆花旗舰店、杨记
正宗石磨豆花店、垫江味道等6家为

“垫江名豆花”。
在垫江石磨豆花书法绘画摄影作

品展中，展出的66幅作品多角度反映
和展示了垫江石磨豆花厚重的文化。

此外，在垫江石磨豆花万人宴中，
线上线下互动，更是来了一场石磨豆花
美食文化盛宴大狂欢。

垫江县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
步加强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和推介，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技艺，推广特
色、创新品牌，不断推动垫江美食走出
重庆、走向全国，不断开创垫江餐饮文
化事业发展新局面。

获评“中国石磨豆花美食之乡”
最忆垫江乡愁味 石磨豆花香远飘

赵童 刘玉珮 蓝倩 朱洪英磨浆 摄/程卫华

菜豆花 摄/程卫华

豆花美食吸引顾客 摄/张信华

◀食藻虫。 （渝北区环保局供图）

▲渝北区碧津公园，环卫清漂工人正在碧津湖
作业。

（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