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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9月 19日，綦江区永城镇中华
村中华广场上，当地农民版画家
与该区版画院的老师们带着50
多名永城中学的学生，聚在一起
共同绘制关于庆丰收的版画。

活动负责人介绍，綦江农
民版画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之一，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即将到来，为烘托节日气
氛，他们特地邀请了6位当地
的农民版画家花了近一周的

时间，根据近期的农事活动，
提前创作了20多个以丰收为
主题的画板，邀请学生们一
起为版画上色，共同庆祝丰
收。

该负责人说，丰收节当天，
该区还将举办我市6个特色专
场活动其中的一场，活动地点就
在永城镇永城中学，届时将举行
唢呐演奏、打糍粑、尝新糍粑、农
民运动会等一系列特色活动，烘
托节日气氛。

綦江农民版画家与学生共画丰收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在划船的过程
中体验虚拟的数字化“两江游”是什么感受？
在玩蹦床时，山城奇幻的景象像烟花一样在四
周绽放，是不是很炫酷？9月20日，作为2018
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智
造重庆”新媒体展在鹅岭二厂开展。这是重庆
市首个全部采用新媒体方式，对山城特色进行
数字化呈现的互动装置展。

重庆日报记者前往打探发现，整个展厅共
700多平方米，观众需穿过用集装箱所制作的
《幻城》（时光隧道）装置进入展厅。整个展厅
采用捕捉人体体感、脑电波、VR等高科技技
术，艺术化地对重庆的城市景象、山城特色进
行数字化展示。

《驶向未来的列车》在展厅制作了一节虚

拟轻轨车厢，当观众拉住车厢里的“手环”
时，车厢里即会出现魔幻、3D、超现实的山城
景象。

《火锅心语》让观众用玩“切西瓜”游戏的
方式烫电子火锅——巨大的屏幕上，投射有颇
具巴渝风味的店面，还有沸腾的锅底和一盘盘
的毛肚、鸭肠等菜品，观众可以电子化体验一
把山城的饮食和热情。

《绽放山城》也很有趣。这个艺术装置是
在展厅里放置了两张蹦床，当观众在蹦床上欢
腾时，充满奇幻与立体抽象感的山城影像会像
烟花一样在四周“绽放”，非常独特。

据悉，展览将持续到10月15日。

去鹅岭二厂“划船”体验数字化两江游

重庆首个“智造重庆”新媒体展今开展

1800余亩边角地将变身社区公园

双凤桥的这座新公园，并非是将红
森林公园推倒重来，而是重新选址。它
位于红森林公园旁边的一块空地。多年
来，后者一直是当地居民的一大麻烦：垃
圾遍地，野草丛生，大家甚至都不愿跨入
半步。

这种在此前旧城改造中被闲置下来
的空地，被称为边角地。市国土房管局
相关人士介绍，所谓主城建成区边角地，
主要指未登记土地使用权属，实际控制
人为区政府（管委会）或市（区）土地储备
机构（投融资平台），不宜单独实施项目
建设且土地面积大于1亩的国有土地。

无处不在的边角地，成为城市“疤
痕”。它有损城市形象，也浪费了宝贵的
城市空间，还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

今年初，我市召开的重庆市五届人
大一次会议，提出实施包括实施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行动计划、实施以需求为导
向的保障和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在内的

“八项行动计划”，期望以此来使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此后，我市又提出“推进主城‘四山’
‘两江四岸’生态及游憩功能建设，实施
增绿添园，用心办好与老百姓密切相关
的小事、好事、身边事”的要求，提升城市
品质，增加城市开敞空间，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经过大量调研论证和借鉴外地经验
后，随即，市国土房管局启动了主城建成
区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建设工作。92块
边角地被纳入规划，地块最大面积95.9
亩，最小仅为2亩。按照因地制宜的原
则，上述分布于主城各区的边角地、共计

1817.6亩土地上，将诞生综合型、亲水
型、园林型3种类型的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

“这对于提升城市品质非常有好
处。”重庆大学房地产学院教授王林表
示，将边角地建设为社区公园有利于生
态多样性，不仅能提供市民活动休闲场
所，还能改善脏乱差状态，是提升城市品
质的民生实事。

200多万名市民尽享舒适与便捷

最近，通过招投标，龙湖成为这批社
区公园的承建方和未来20年的管理运
营者。公园将如何建设，建成后将是怎
样一番模样，到底会给居民生活带来怎
样的便捷？

“不同的地块，我们会因地制宜设计
方案。”龙湖景观设计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两路组团的公园地块为例，他介绍，该
地块周边以行政办公用地为主，兼有少
量的教育科研用地与商业用地。鉴于
此，该地块设计在满足各类人群运动需
求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周边商务人士的
人文关怀，重点打造“轻运动”系列健身，
同时将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科学健身
18法”融进公园场地设计中，将室内运
动移至室外，为周边商务人士提供随时
随地的更好更舒适的户外运动场所。

市国土房管局相关人士透露，这批
社区公园，可服务周边市民约213万人，
将实现体育设施功能最大化。运动项
目，包括五人制足球场、标准制篮球场、
三人制篮球场、羽毛球场、排球场、乒乓
球场等等。同时，社区公园会考虑不同
年龄段儿童、青年、老人的锻炼需求，把
从小孩到老人“全民运动”的概念植入在
社区体育文化公园的每个角落。

除此之外，上述社区公园还兼具社
区性、文化艺术空间等属性。所谓社区
性，就是通过对公园出入通道的合理设
计，让公园周边一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步
行可达。按照规划，至2020年，重庆主
城区范围内将实现步行500米范围内有
社区公园的目标，居民“小区门口即公园
入口”。

所谓文化艺术空间，一是在公园内
设计艺术长廊等公共艺术空间，通过艺
术展览让市民获得文化体验，二是根据
各区域文化特色，在各自的公园里植入
当地文化符号。

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公共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社区公园中，
“智慧生活”将会无处不在。除了24小
时图书馆、24小时无人贩售机、智能广
播，还有智慧之眼视频监控、感测设施
（如环境因子检测）、智能求助设施等。

龙湖相关人士举例说，公园的下水
道井盖装有感知装置，当井盖发生倾斜
就会自动向管理中心报警，避免游人跌
入下水道；公园的路灯上的感知设备，能
根据自然光的亮度自动开关路灯，满足
需求又能节能降耗；公园里的喷灌设施
能够根据土壤的温度和湿度自动启停。

对于即将诞生的92个社区公园，一
些城市管理专家看到的不仅仅是城市品
质的提升，还有体制机制的改革对于城
市管理水平的提升。

“长期以来，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
务产品，客观上存在成本高、效率低、服
务差的现象。”重庆大学教授季晓明说，
类似这样的城市公共服务项目，引入民
间资本融入公共服务，不仅能用市场化
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而且
为城市公共服务管理探索出一条新路。

社区公园意象图。
（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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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喜
洋洋啰喂！”9月19日，在巴南区
石滩镇首届“金色石滩”农民丰
收节全民运动会上，该镇上千农
户欢聚一堂，参加拔河、打陀螺、
挑粮食、扭扁担、抹包谷、单人跳
绳、袋鼠跳、男子篮球、猪八戒背
媳妇等体育活动，共同欢庆丰收
的喜悦。

今年，石滩镇水稻种植近万
亩，产量达495万公斤。其中，

“石滩大米”卖到了每斤3.4元，

使该镇农民稻谷收入达1600余
万元。同时，该镇6700余亩玉
米，丰收246万公斤；1198亩大
豆，丰收16.5万公斤……

为庆祝今年的收获，石滩镇
举办了首届农民丰收节运动会，
在多个农家院坝分别开展拔河、
打陀螺、挑粮食、扭扁担、抹包
谷、单人跳绳、袋鼠跳、男子篮
球、猪八戒背媳妇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农户的参
与。

巴南“金色石滩”全民运动会

农民扭扁担抹包谷欢庆丰收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9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
联获悉，在刚刚结束的重庆市文
联新文艺组织“送欢乐下基层”
系列活动中，我市艺术家们走进
垫江、渝北、大渡口三个区县，为
当地群众带去了精彩的演出和
展览。

据了解，本次“送欢乐下
基层”系列活动是由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市文艺志愿者协
会共同主办。作为我市庆祝
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
活动，在这三场活动中，来自
市文联新文艺组织的艺术家

们带去了舞蹈《花开盛世》、女
声独唱《好日子》等10余个精
彩的节目，同时还把李白玲等
名家的画作带到活动现场，让
市民能近距离感受名家的风
采。

“举行此次‘送欢乐下基
层’系列活动，除了希望让艺术
家们与民同乐，从基层汲取创
作营养外，也希望借此庆祝即
将到来的农民丰收节。”市文联
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市文联
还将结合各大节庆举办更多类
似活动，为更多市民送去文化
大餐。

庆祝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市文联举行“送欢乐下基层”系列活动

渝北双凤桥，一大片
老旧小区，合围着红森林
公园。

公园里林木繁茂，曲
径通幽，但和大部分老旧
社区公园一样，这里设施
陈旧，除了几个石桌石凳
供人休息，几乎没有什么
文化娱乐设施。公园人手
不够，缺乏精细的管护，雨
天里，公园林木深处多年
沉积的枯枝烂叶，会发出
一股霉味。

周边小区的居民，甚
至愿意走一段遥远的路
程，横穿马路，到空港广场
去休闲游玩，也不愿到近
在咫尺的红森林公园去。

老旧社区的居民，为
啥不能拥有一个好的公
园？让高档小区的设计师
来为双凤桥一带的居民设
计一个公园，怎么样？

这可不是玩笑，而是
即将变成的现实。市国土
房管局传来消息称，近日，
龙湖集团已经中标，将调
动包括AECOM在内的共
9家国内外知名景观设计
团队，在全市建设92个高
品质的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

目前，全市92个社区
体育文化公园方案出炉。
按照计划，双凤桥这座新
公园在内的30个公园，将
在今年底首批建成并投入
使用。其余的将分批次在
2020 年底前完成建设交
付。未来20年，这些公园
将由龙湖运营管理。

重庆盘活边角地建公园
首批 30 个将在年底建成投用

本报记者 吴刚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19日，
首届亚洲及大洋洲室内跳伞（风洞）锦标赛
在重庆际华园极限运动中心拉开战幕。从
即日起到22日，来自中国、巴林、卡塔尔等
11个国家的顶尖室内跳伞运动员，将在此
展开激烈角逐。

本次比赛由亚洲及大洋洲跳伞联合
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
动管理中心、重庆市体育局承办，共设造
型、动态、艺术飞行三个大项13个小项。
本次亚洲及大洋洲室内跳伞锦标赛首次
设立了自由式组别，参加该级别比赛的选
手可自选音乐、自编动作，将动作和音乐
结合到一起，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的“空
中芭蕾”。

据了解，室内跳伞项目是运动员在模
拟时速200多公里的圆柱形垂直风洞中，通
过手脚的协调和重心的变化来改变身体姿
态，在悬浮状态中完成旋转、空翻、盘旋等
跳伞动作。室内跳伞是模拟真实跳伞的一
种新型运动项目，可以让参与者体验到高
空跳伞的乐趣和飞翔的快感，且安全系数
较高成本较低。目前，际华园极限运动中
心的风洞也是全国唯一能达到举办世界级
比赛标准的风洞。

当天上午，重庆日报记者在际华园极
限运动中心看到，参赛选手正在为20日
的正式比赛进行最后准备。来自重庆的
中国队选手黎鹭此次将和搭档赵龙一起
参加双人动态项目的比赛，他说：“为了这
次比赛，我们已经在际华园由俄罗斯教练
里奥集训了3个月，希望能在比赛中跻身
前五名。”

来自新加坡的选手傅诗玲和朱昱璇当
天的训练也吸引了不少现场观众的目光。
两个小姑娘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已是目
前世界公认的室内跳伞项目天才选手，此

前她们已经横扫新加坡各大室内跳伞比
赛，傅诗玲还保持着风洞向后翻滚次数最
多的纪录（68 次），被称为“世界最快飞
人”。“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参赛，但从我
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喜欢上了这里，
希望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傅诗玲

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重庆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表示，高水

平的室内跳伞洲际比赛在渝举办，可以吸
引更多的市民来际华园体验室内跳伞运动
项目，促进该项目的普及和提高，并进一步
带动重庆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未来，我

们也会利用重庆良好的赛训设施，努力争
取让室内跳伞国家队落户重庆，在此长期
驻训。在参加本次比赛的中国队中，已经
有了重庆籍运动员的身影，希望室内跳伞
运动在重庆进一步普及后，能为国家队输
送更多优秀的选手。”

首届亚洲及大洋洲室内跳伞（风洞）锦标赛在渝开赛

重庆选手本土作战 力争跻身前五
九
月
十
九
日
，重
庆
两
江
新
区
际
华
园
极
限
运
动
中
心
，各
国
参
赛
队

员
赛
场
试
风
。

记
者

卢
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