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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抬头，只见半空中一辆轻轨从一
栋楼房中飞驰而过……5月24日下午，
尽管细雨纷飞，但还是有十几名外地游
客，站在轨道交通2号线李子坝站下拍
摄轻轨从第8层居民楼“穿楼而过”的
奇特景象。

“现在每天都有外地游客在这里拍
照。”附近一位居民说。事实上，“轻轨穿
楼”这个重庆独有的、由山城复杂地形造
就的奇观，让大家大开眼界之余，更是在
抖音、微信等社交网站上爆红，视频赢得
了几十万计的点赞和上万次的分享。2
号线李子坝站，俨然已成为“网红”。

当初，为什么要这样修建轻轨站？
要解决怎样的难题？李子坝站设计团
队的负责人、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
师叶天义接受了采访。

很多网友好奇，李子坝站是先有楼
房还是先有轻轨。

叶天义回忆：故事要从1998年说
起。那时，作为重庆修建的第一条轻
轨，轻轨2号线线路规划在李子坝建
站，与此同时，在李子坝相同地点，一栋
居民楼建造计划已敲定。

一道难题摆在轨道交通公司和房
屋建筑商面前，究竟是车让楼还是楼让
车，讨论再三，两个公司决定，楼和轻轨
同时建。

那么，车让楼还是楼让车？这个难
题几经波折落到了叶天义头上。

“这是一项全国都没有先例的‘穿
越’设计。”叶天义说，团队从1998年5
月受到房屋建筑商委托进行设计，图纸
大稿至少改了6版，历时两年，才最终
确定设计方案。

“穿楼而过是一开始就定下的思
路，因为两个建筑的位置和平面决定只
能这样解决。”叶天义说，除了要解决李
子坝山体滑坡、人员消防等问题外，方

案还主要在标高、使用宽度等细节方面
不断磨合、完善。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见轻轨2
号线穿越的这栋楼，1楼至5楼是商铺，
9楼至19楼是住宅，中间6楼至8楼是
轨道交通区域。其中，6楼是站厅，7楼
是设备层，8楼是站台层，每层面积约
3500平方米，空高约3.6米，列车穿越
的长度有132米。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轻轨从楼栋

中间穿越，对楼上楼下的居民会不会带
来震动和噪声的影响？

叶天义翻出一张1998年的结构设
计图解释：“虽然轻轨与楼房看似一体，
事实上互不干扰。”轻轨经过李子坝站
时，与其他站点不一样，托举轨道的6
根柱子埋在下层的房子里。“实际上，轻
轨从楼房里穿过，就像在轻轨外面加了
一个盒子一样。楼里面的轻轨和其它
地方的轻轨设计是一样的。”

至于会不会有震动、噪音干扰，玄
机在于6根轻轨柱子与楼房建筑之间，
有20厘米的安全距离。“所以楼房和轻
轨两者看似合在一起，其实互不干扰，
居民楼完全不受轨道运行震动的影
响。”叶天义介绍，此外轻轨采用低噪声
和低振动设备，车轮为充气体橡胶轮
胎，并由空气弹簧支持整个车体，因此
运行时噪声远远低于城区交通干线的
噪声平均声级75.8分贝。

轻轨李子坝站设计师揭示网红景点“背后的故事”

到底先有楼房还是先有轻轨？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韩羽柔

本报讯 （记者 周尤 实习生
曾珠）5月24日，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
在石黄隧道通往黄花园大桥位置，开展
了限号车辆闯禁行的集中整治。据悉，
24日当天7点至12点，18辆车在黄花
园大桥闯禁行被查。此外，自4月21日
嘉陵江牛角沱大桥施工，4座大桥采取

“一禁三限”措施一个月以来，交巡警共
查获闯禁车辆6000余台。

24日是周四，限行尾号为4和9。
早上10点半，一辆尾号为9的小轿车从
石黄隧道上黄花园大桥时被现场执法
民警拦下。驾驶员唐先生是合川人，被
民警拦下后还一脸不理解地问：“为什
么叫我停车？”经交巡警解释后，唐先生
才明白自己驾驶的汽车车牌尾号为9，

今日不能经过黄花园大桥。“平时到主
城的时间少，知道限行，但是临行前忘
了查一查限行号码，以后一定记住。”民
警当场对唐先生进行了法制教育和记3
分、罚200元的处罚。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
总队获悉，根据各相关电子卡口数据收
集情况分析，“一禁三限”实施首月，交
巡警共计查获闯禁车辆6000余台。以
周为单位统计，第一周、第二周闯禁车

辆较多，第三周、第四周逐渐下降，这与
市民逐渐熟悉并适应“一禁三限”尾号
限行规则息息相关。

交巡警总队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我市早已全面开展智慧交通系统建设，
涉及“一禁三限”相关的电子监控、抓拍
及违法数据分析筛检、违法警示信息发
布等早已形成闭环，仅“一禁三限”相关
的电子卡口就达到11组，道路监控20
处、制高点云台7处，可以对路面各类

交通情况进行实时记录，对所有闯禁闯
限的车辆“一视同仁”绝不姑息。同时
所有涉及“一禁三限”辖区的交巡警支
队还将加大现场执法力度，对社会车辆
闯禁进行处罚。

重庆交巡警提醒所有驾驶员朋
友，要增强自身约束力，提高自身的守
法自觉性，道路监控无处不在，一定不
要抱有侥幸心理闯禁闯限，以免受到
处罚。

嘉陵江大桥“一禁三限”实施首月

交巡警查获闯禁车辆6000余台

5月24日，尽管重庆下着小雨，游人还是来到网红景点李子坝轻轨站拍照。 记者 卢越 摄 2.5万平方米的精装展区、吸引国内
外392家企业参展、汇聚1000余种优质
五金产品……5月24日，第八届中国(重
庆)大足国际五金博览会在大足德恒商贸
物流城开展首日，就以“规模大”、“层次
高”、“品类全”等特色引来爆棚人气。

大足被誉为“中国西部五金之都”，目
前已形成日用五金、汽摩配件等12大门
类200余个品种2000多个产品，从业人
员逾20万人，五金年成交额逾300亿
元。其中，年销售厨用刀具近2000万把，
铁链、铁锤、钢钎等传统用具逾400万吨。

“这次博览会‘五金明星’汇集，是
我们五金行业的交易平台、沟通平台、
展示平台、招商平台。”大足区工业园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博览会设精装展
区、重工展区和标准展区，设展位1200
个，展区面积2.5万平方米。来自国内
外的392家企业携1000余种五金产品
参展，展示内容覆盖五金工具、建筑五
金、民用五金等10个大类。

德国双立人、美国史丹利、意大利
萨郦奇……重庆日报记者在一个装修
精致的“五金国际馆”看到，数十种来自
国外的五金名牌产品竞相“比美”。其
中，德国双立人的现场产品展示秀，吸
引了大量群众围观叫好，不少人当场选
购了心仪的刀具。

旁边的“大足五金精品展示馆”也不
示弱。偌大的600平方米展馆内，除了

刀具、汽摩配件、农机制造等五金精品，
还在显赫位置摆上了200余件大足本地
企业的发明专利成果、高新技术成果、市
级名牌产品，引来群众点赞和抢购。

大足邓家刀展台更是请来两个明星
“站台”：一是将一把重达400斤的传统
锻打技艺大刀搬到现场，二是邀请邓家
刀第三代传承人79岁的邓孝文前来“扎
场子”。“好大一把刀！”“您就是给邓小平
同志打刀的人？”啧啧称奇的观众无不兴
奋地掏出手机，纷纷与老人、大刀合影。

与往届不同的是，此次博览会不仅
将机器人、无人机、智能设备等大足新
兴产业发展成果搬上展台，还把大足旅
游、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产业融入展
会中来，全面体现了五金行业发展的新
成果和智慧发展的新趋势。

博览会首日，还举办了“智变”电子
商务暨“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拓展高峰
论坛和加快企业上云推动智慧园区建
设论坛，国内外业界大咖共同探讨了以
智慧引领五金产业创新发展的话题。

“此次博览会将促进‘大足制造’在
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与国
际、国内其他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展
示五金行业发展的新成果和智慧发展
的新趋势。”大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区将以此次展会为媒、以市场为桥，传
承弘扬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将助推大
足五金走向世界。

大足国际五金博览会开展首日

“五金明星”集聚爆棚人气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妙趣乐游 浇灌每个孩子的小小梦想

玩出成长
“活动区游戏”添彩童年

怎么才能让游戏真正回归孩子？如何才能让他们玩出缤
纷成长？

近年来，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研究并实践的“活
动区游戏”对此做出了回答。

据悉，“活动区游戏”是指基于幼儿游戏需要而生的区域，

基于主题背景而生的区域，基于幼儿兴趣而生的区域。区域里
包含有丰富的、多元的、多层次的活动材料，助推幼儿游戏层级
递进的发展，孩子们积极与环境互动，获得身心的满足，快乐地
成长。

如今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活动区游戏”有足够
开放的空间，孩子们在其中探索游戏妙趣，在与材料的互动中，
与同伴的交往中、与环境的互动中，获得感知、思考、勇气、自信
等等足以影响一生的素养。

演绎情感
“儿童戏剧”浸润童心

2014年9月，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将“儿童创造
性戏剧”纳入了园本课程。

据刘丽介绍，幼儿戏剧也是一种艺术，在戏剧中孩子们通
过演绎鲜明的形象、灵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能够积蓄起更加
丰富的感情，熏陶内涵。

在邀请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指导的基础上，九龙坡区人民政
府机关幼儿园走上了幼儿戏剧创作之路，致力于让孩子们在宽
松自由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戏剧天资，释放自己的天性，在戏
剧精神世界里挑战、展现、完善自己。

如今在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中常常能看到这样
的景象：“儿童创造性戏剧”过程中，孩子们热情参与，积极互
动，思维开放，乐于表演，他们经历了从被动向主动、从羞怯到
自信、从胆小到勇敢的过程，找到与同伴交往的机会，建立了自
我意识，学会了分享想法，倾听了别人的看法，还学到了知识、
丰富了情感、学会了合作，成为自信开朗善于表达的人。

走进科学
“探究精神”丰润童趣

在刘丽看来，每个幼儿都是天生的“科学家”，他们喜欢新
事物，对未知世界充满世界和探索欲望，因此面向幼儿开展科
学教育活动很有必要。

近年来，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运用积极的教育策
略引导幼儿主动探究，让科学教育真正走进幼儿的生活，从而
激活他们的“探究精神”。

为推进科学教育活动的长效开展，让每个孩子受益，九龙
坡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创新推出了科学活动走班制。据了
解，通过科学活动走班，教师将同一主题教学内容，根据大、中、
小不同年龄班的能力水平和兴趣愿望，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调
整，带到相应班级，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发展需求。

科学活动走班制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教育均衡发展的目
标，从园级层面推进教师轮岗，加强了优秀教师的辐射示范作
用，同时还结合九龙坡的区级课题，从儿童发展的角度出发，加
强了主题科学活动内容的整合和进阶。

科学、戏剧、游戏等“乐游园本课程”让童年的童心、童趣在
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孩子们像花
儿一样，向着太阳绽放笑脸。

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机关幼
儿园创建于1952年，距今已有
66年的办园历史，这所市级示
范幼儿园凭着先进的设施、科
学的管理、精良的师资，先后获
得“幼儿启蒙英语实验园”、“九
龙坡区文明单位”、“重庆市学
前教育质量评价重点建设单
位”、“中国儿童青少年人格发
展及其培养研究实验基地”等
多项荣誉称号。

站在新时代，如何走好学
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园长刘丽介绍说，幼儿园
借力使力，依托高校专家，不断
实践、大胆尝试，着力打造幼儿
园的办园思想、园本课程，将教
师变为研究者。

幼儿园还继续涵养“乐游
生雅趣、探微涵智慧”的教育理
念，为孩子打造快乐的游戏乐
园，为培养“健康活泼、大胆创
新、勇敢自信、文明礼貌、乐于
交往”的健康儿童奠基幸福。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提供

创造性戏剧成果展演

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5月 18
日，在2018年度重庆交通重点项目招
商推介会上，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
与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签订《“十三五”期
间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紧紧围绕重
庆市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在高速
铁路、高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和“四好
农村路”建设等方面开展全面战略合
作，共同推进重庆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快速发展。

近年来，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牢固
树立服务实体经济意识，精准对接市
委、市政府“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
划”战略部署，在支持全市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上下真功夫——创新推进金融
产品和金融服务，积极引入投行、租赁、
保险、产业基金等新兴融资工具，构建
投贷联动、租赁联动等新型融资模式，
加大支持交通体系建设力度；抓住重庆
高速公路公司、央企类PPP项目业主等
核心企业，构建交通建设全产业链金融
服务模式；争取信贷授权、担保、期限、
定价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构建总分行联
动、城乡联动以及前后台联动的信贷高

效运作机制。
通过这些举措，该行投放贷款重点

支持了长合、南两、渝广梁忠、渝涪、黔
石、潼荣等高速公路项目，轨道二号线、
三号线、五号线、九号线、十号线、环线
等城市轨道项目，渝万、渝黔、渝涪等铁
路项目，以及果园港、珞璜港、万州港等
港口项目，成为了金融支持重庆交通建
设的主力军。

去年8月，为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重庆市政府制定了交通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铁路、公路等
交通建设目标。到2020年，全市计划
交通建设总投资2685亿元，其中：开工
建设高速铁路 1400 公里、高速公路
1000公里；改造普通干线公路10000公
里；建设农村小康路21100公里。按照
上述协议，未来三年，农业银行重庆市
分行将精准对接重庆市交通整体布局，
发挥国有大行资金实力雄厚、金融产品
丰富、服务优质高效的优势，全力支持
重庆交通“三年行动计划”项目落地，用
实际行动助推重庆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建设。

农行重庆市分行与市交委签订协议
助力重庆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重庆藏与德
商贸有限公司

高 价 收 购 茅 台 酒
茅台酒53度收购价格表 原箱价更高 注：全重庆市均可上门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