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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之声

一场“行千里·致广大”的巴渝文化盛宴

“中国印象·秀美重庆”文化国际巡游活动亮相巴黎

巴 渝 文 化

“行千里”，秀美

重庆“致广大”。

由市文化委、西

永综保区管委会

主办，市文化交

流中心和重庆泓

艺九洲国际文化

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联合承办的

“中国印象·秀美

重庆”文化艺术

国际巡游活动于

8月28日在巴黎

第十区政府拉开

帷幕。

该 项 活 动

由重庆泓艺九洲

国际文化艺术发

展有限公司策划

打造，其宗旨为

促进文化交流与

文化贸易，目前

已成功申报为国

家文化和旅游部

2018 年全国“一

带一路”文化贸

易与投资 40 个

重点项目之一，

也是代表重庆唯

一入选的项目。

活动将以法国巴

黎为起点，逐步

在俄罗斯、新加

坡、韩国、泰国等

地举行。

巴黎可谓世界艺术的殿
堂。这次出访给了我们这些
民间艺人零距离接触世界艺
术的机会。莫奈、梵高等世界
顶尖艺术家的真迹，让我们大

开眼界，叹为观止，也让我萌
生了将世界艺术融入中国传
统技艺的想法。我们的刺绣
能绣好龙凤、鸳鸯，就一定能
绣好《星空》、《蒙娜丽莎》。

华本汉服 汉服秀巴渝文化互动表演

工艺美术大师单大琼手把手教学 嘉宾们为启动仪式剪彩

巴渝文化盛宴
深受法国各界好评

全市近20家文化、旅游企业组团在法
国推广巴渝文化，重庆蝴蝶画、竹帘画、国
画、石刻、丝绸、夏布、木雕、漆器等40余个
种类近500件作品与巴黎民众见面。除展
览外，文化互动项目也是亮点，由“华本汉
服”带来的汉服秀惊艳巴黎街头，中国古装
与法国古建筑交相辉映，引来当地民众驻足
欣赏。“井杨子”茶艺表演展现中国传统文化
魅力，在舌尖上传播中国味道。工艺美术大
师单大琼手把手教学，让法国人在一针一线
间感受蜀绣艺术。

巴黎第十区区长科尔德巴尔表示，她对
巧夺天工的巴渝艺术品十分欣赏，这些展品
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十区政府
将一如既往继续搭建中法民间交流平台，加
深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驻法大使馆领事
部主任陆青江参赞认为，此次活动促进和加
深了法国民众对重庆的了解，并将推动中法
文化艺术更好的合作与交流。

此次重庆文化代表团在巴黎的“大动
作”引来当地媒体广泛关注，欧洲时报、华人
卫视、欧华电台、人民日报法国分社等十余
家媒体均对活动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对其文
化推广作用和成效给予了肯定。

旅法侨界支持
讲好“巴渝故事”

活动期间，重庆文化代表团与法国侨界
领袖进行友好座谈，100余个侨界社团参
会。法国华人华侨会主席任俐敏表示，侨界
社团既是平台也是桥梁，是展示中华文化的

最佳途径，弘扬中华文化也是侨界的责任和
义务。他认为，文化相通是民意相同的基础，
只有对中国文化真正理解和接受，才能使两
国关系行稳致远，旅法侨界愿与重庆一道讲
好“巴渝故事”。中法艺术交流协会会长侯玉
霞表示，将找到与重庆文化企业的合作契合
点，实现文化和经济双赢。中法服装实业商
会会长胡仁爱表示，在他看来，把中国文化与
法国文化进行融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带动
和影响法国的“华二代”继续传承和学习中国
传统文化，让其代代相传，薪火相连。

在重庆文旅推荐会上，重庆泓艺九洲国
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与中法服装实业
商会、中法艺术交流协会分别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力争在传统服饰、工艺美术品、艺术品
进出口方面促成年度1000万美元贸易额。
重庆黑山谷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与中法旅行
社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积极引入法国客源。

创新组织形式
探索文化推广新路径

以往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多由政府部门
主导实施，本次“中国印象·秀美重庆”文化
艺术国际巡游活动则是政府部门统筹整合
文化资源，文化企业负责具体执行，有助于
探索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市场化发展路径，
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培育打造国
际文化交流活动品牌。

重庆泓艺九洲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航表示，公司作为全国第三家
立足于保税区的创新文化平台，将充分发挥
政策优势与国际文化资源优势，不断探索国
际文化交流活动的新模式并注重时效性，通
过活动传播文化、链接市场，大力促进我市
对外文化贸易开展。

彭光灿
图片由重庆泓艺九洲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提供

单大琼：重庆工艺美术大师，重庆市非遗传承人。

将世界艺术融入传统技艺

巴黎的雕塑类艺术作品
极多，给垫江角雕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这些价值连城的雕
塑作品，几乎每一个都有深厚
的文化背景。而反观国内雕

塑市场，艺人们基本都以迎合
市场为创作导向，文化元素的
融入严重缺乏。这样的艺人，
永远成不了大家；这样的作
品，也永远只有靠低价取胜。

龙正东：重庆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重庆工艺美术大师，重庆市
非遗传承人。

有文化的技艺才有生命力

彭勇：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工艺美术大师，重庆
木石缘堂创办人。

凝心静气方能大器有成

艺术是相通的。中华文化
的艺术表现形式非常多元。巴
黎的各类物质文化作品，其实
很多都能在我国的物质文化作
品上找到影子，所以我们完全

不用妄自菲薄。我认为无论是
文化人还是工匠，只有沉下心来
才能出好的作品。把市场营销
交给专业的平台来做，其实往往
还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陈益勇：重庆工艺美术大师，重庆市非遗传承人。

只有执着于艺术才能收获尊重

欧洲的某些教堂为了建得
尽善尽美，一修就是几百年。
梵高、莫奈生前都是穷困潦倒，
但却从未因此放弃过对艺术的
追求，这才为世界留下众多令

人惊叹的文化遗产。中国的物
质文化作品其实单就技艺讲，
并不输于任何一个国家。但如
果要藉此收获全世界的尊重，
还得在执着上狠下功夫。

胡晓召：重庆古今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开州植物画创始人。

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大有可为

来了趟世界艺术殿堂，不带
点东西回国总觉得差了点什
么。我“被迫”花了15欧元，买了
只印着莫奈名画的发卡送朋友。
类似的旅游产品，当地有几百

种。其实这些东西就品质而言，
与我们的“义乌造”差不多，而价
格却相去甚远。中国文化博大精
深、潜力巨大，在推动经济发展
上，我们还大有文章可做。

背街小巷既是城市的“里子”，也是城市的“面子”。背街小巷的面貌如何既反映城市文明水平，又是检验精细化管理是否到位的标尺。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北碚区将背街小巷整治作为城市综合管理的重要内容，以民为本，加强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城市品质提升。

如今的北碚，一街一巷可观可玩。透过每一扇窗、每一道门，日趋美好的环境中，投射的是居民愈发美好的生活。

重塑街巷环境 扮靓美好家园
北碚区将背街小巷整治作为城市综合管理的重要内容

回应民生诉求
取缔占道菜市

“占道多年的新村菜市终于被取
缔了。环境好了，出行也方便了，咱
们老百姓都拍手叫好！”刘德菊是北
碚区天生街道泉外园社区的老居
民。从她家到新村街，也就两分钟路
程，但这段路却因为菜市的存在，时
常举步维艰。

所谓的新村菜市，事实上并不是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菜市场。这条约100
米长的街道，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一
直被占道经营霸占——人行道被摊位
挤占得满满当当，路面长期湿滑不堪，
部分摊贩还违规搭建起雨蓬、摊床，甚
至直接将摊位摆到了街上……

天长日久，新村菜市成为一道城
市顽疾，市民对此怨声载道。

如何科学解决民生需求与市容环
境的关系，破解城市环境的硬伤？结
合北碚区城市综合管理“百日攻坚”行
动，天生街道将包括新村菜市在内的
背街小巷治理作为重要内容，以回应
民生诉求、提升城市品质。

8月初，北碚区相关部门通过发
放告知书、张贴海报、设置宣传横幅等
形式，将整治行动广而告之，争取群众
支持的同时，还多次与占道经营的摊
贩面对面沟通交流，引导其到别的菜
市依法经营。在了解相关政策法规
后，部分摊贩主动拆除了违规搭建的
伞、棚，并自愿搬离了新村菜市。

8月9日，街道又联合区城市管理
局等部门，依法对新村菜市开展了大
规模的专项整治行动，共取缔或规范
各类摊点30余家，清运占道堆放物品
15车，取得了较好的整治成效。

为巩固成果，防止占道经营行为

出现反弹，天生街道还在整治现场设
置了围挡，并安排工作人员通宵值守，
防止流动游摊进入……

1个月过去，如今的新村街，路面
清爽了，街道整洁了。“以前送货的车
都进不来，现在车辆进出通畅了，上下
货物方便不少，店里的顾客也多了起
来。”经营副食店的张琴喜上眉梢。

增添社区颜值
方便百姓生活

一方面，是解决环境之“伤”；另一
方面，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进一步扮
靓了北碚的城市。

把控好细节，精心打造每一处街
巷。透过背街小巷的一道文化墙、一

座小雕塑……北碚这座小城的文化气
韵，便在这一街一巷中，和老百姓的生
活交融在一起。

用“绣花”功夫整治背街小巷环
境，不是表面上的“大扫除”，而是得小
细节做到完美精致，城市管理的死角
被“一网打尽”，街巷居民的生活环境
也大大改观。

同样是在天生街道，奔月路社区
月光村的居民，也因为背街小巷的整
治，尝到了甜头。

奔月路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
基础设施落后、配套欠缺，一直让这里
的居民有种深深的失落感。

而今，改造后的月光村，原本坑坑
洼洼的水泥路变成了沥青路，两边新

修的人行道整洁宽敞，刷白的外墙画
上了与党的方针政策、中华民族传统
礼仪等内容相关的宣传画。不仅如
此，人行道上还增设了健身器材、石
凳、晾衣杆等设施，既增添了社区的颜
值，更方便了居民生活。

环境好了，大家的幸福指数日渐
增高。每天早晚，人行道上散步、纳凉
的居民三五成群。孩子们则在家长的
陪伴下，欢笑嬉闹……“感觉我们也和
高档小区的生活接轨了。”在月光村住
了30年的老居民陈静乐呵呵地说。

不仅是在天生街道。东阳街道的
背街小巷也彻底告别了“脏乱差”现
象，展现出宜居新街巷。据介绍，东阳
街道今年来积极开展背街小巷环境提

质工作，斥资83万余元，对片区范围
内的社区道路、绿化植被、排水沟等进
行了改造。现已基本完成片区内亮
化、美化、硬化等工作。

“接下来，我们还将陆续对全区老
旧社区的道路、路灯、管网进行升级改
造，增添公共停车位、绿化面积和休闲
设施等。同时，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建
议的基础上，注重在风貌塑造、文化传
承、生活便利方面下功夫，使‘里子’和

‘面子’兼顾并重，稳步提升城市内涵品
质。”北碚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扩大受惠群体
整治覆盖全域

与很多地方的背街小巷整治不同，
北碚区可谓是全区联动、全域覆盖。他
们的整治不只停留在城区，而是逐步扩
大受惠群体，稳步将背街小巷升级改造
向城乡结合部、向乡镇拓展延伸。

龙凤桥街道群兴路。全长1440
米的道路综合整治，正在紧张推进
中。该工程包括增设人行道、修建公
厕、修建邮票广场、道路绿化及白改

黑，并对沿线的排水管网进行改造、地
下管线进行预埋等。预计今年10月
完工后，周边环境将会焕然一新。

地处城郊的龙凤桥街道，具有典
型的城乡结合部特征。针对辖区基础
设施陈旧等市容市貌存在的突出问
题，街道祭出了绿化整治、环境卫生整
治、设施整治、城市秩序整治等一系列
组合拳。

比如在背街小巷、各居民区补绿
270平方米；在主、次干道边坡、堡坎增
添花槽100个；在低矮花带统一设置护
绿小栅栏；集中开展城乡结合部房前屋
后死角、顶棚立面、边坡等垃圾清理；对
燎原社区背街小巷等近1400平方米区
域的老旧人（车）行道及人行梯步，按城
区现行建设标准进行了改造整治……

在这一过程中，龙凤桥街道还不
断探索从制度上做文章。其门前“四
包”、“五长”制管理等，极大调动了辖
区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得到
了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另外北碚区结合“文明在行动、北
碚更洁净”活动，深化“五大创建”工
作，组织党员干部、单位职工、社区居
民、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全民动手治
家园”“垃圾分类进社区”等“洁净家
园”志愿服务活动，推进老旧小区、背
街小巷卫生整治、环境美化，尽最大力
量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
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努力营造全民
参与、共建共享的城市管理模式。

“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也是展示
城市形象、检验城市管理水平的重点
部位。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一处
都不能少。这就要求我们的城市品质
提升，必须向‘毛细血管’纵深推进，全
面渗透，不留死角。”北碚区城市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整治后的北碚区煤安老旧社区

干净整洁的街道 王萃 王彩艳 赵东旭
图片由北碚区城市管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