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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
钧 实习生 唐璨）11月2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
获悉，渝武高速北环立交至马
鞍石段拓宽改造工程（一期）
主体工程将于12月初竣工，
12月底将具备通车条件。届
时，从北环立交至数字经济产
业园、照母山片区只需要2分
钟左右。

渝武高速拓宽改造项目
位于北碚区与渝北区交界处，
总体呈南北走向，起于金开大
道，以特大桥形式跨嘉陵江，
止于快速路一横线，为主城区
中西部重要通道快速路三纵
线的一部分，路线全长13.2
公里。按城市快速路标准，将
渝武高速拓宽改造，设计车速
80公里/小时 。

其中，一期工程全长1.6
公里，起点位于北环立交中心
位置，向北下穿黄山大道和金
开大道，现状标准路基宽度
24.5米，双向4车道，拓宽改
造过后标准路基宽度41.5米，双向8车道。

据悉，渝武高速北环至北碚段原本设计车流量
是2.5万辆/天，但2014年便已达到6.5万辆/天，且
还在以超过20%的速度逐年递增。为了缓解拥堵
状况，因此将道路进行拓宽改造，由原本的双向4
车道改为双向8车道。

该立交建成后，车辆经照母山、大竹林都可以
直接上渝武高速，不再需要绕行到北环立交。通
车后将有效分流、大大缓解北环立交的拥堵压力，
在数字经济产业园、光电园附近上班的市民，可直
接经渝武高速两条闸道下道。在畅通的情况下，
从北环立交到数字经济产业园、照母山片区只需
要2分钟左右，比以前走古木峰立交至人和大立
交上内环到北环节约15分钟左右。

据代建方渝兴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工程于
2017年3月正式动工，目前已接近尾声，地面标线
已经完工，预计12月初主体工程将全部竣工，栏
杆等附属工程将于12月底完工，届时将具备通车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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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横贯我国东西的水运大动脉，
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河道之一。

691公里，是长江重庆段的长度。
每天，长江上的船只往来如梭，但有些

船，虽每天满载，却从未远航。这些船，无
论是人力划桨还是机械牵引，每天早出晚
归，执着地在江面搜寻。

他们搜寻着江面上的漂浮物，清理着
长江干流和大小支流的漂浮垃圾，守护着
母亲河的一江碧水。

每年5月至8月的汛期，9月至11月的
蓄水期，这些船只每天清理的垃圾总量超
过1500吨。

人工清漂
每天要将负责的江面“扫”一遍

初冬，云阳县长席子码头，一艘清漂船
沿着长江岸线缓缓移动。清漂工吴丰术和
杜海珍站在清漂船头，身着救生衣，手持清
漂网，将一块块漂浮的垃圾打捞上船。

江风刺骨，汗水却顺着两人的脸颊往
下淌。

吴丰术拿着一根三米多长的网兜，稳稳
地站在船头，巡视着宽阔的长江水面。一旦
发现漂浮的垃圾，杜海珍就操作小船驶向垃
圾，吴丰术当即伸出网兜、下网、拦截、提
起……12年来，夫妻俩每天重复着上千遍
这样的动作，将江面垃圾一一打捞到船上。

“我们以前靠打渔为生。蓄水后，有关
部门组建了清漂队。想到清漂能保护长江
生态，是个光荣又能造福子孙后辈的事，于
是我们就加入了。”从此，夫妻俩以船为家，在
长江上“漂流”了12年，守护着这一江碧水。

“清漂就像扫马路一样，我们每天要将负
责的江面‘扫’一遍，忙的时候吃住都在清漂船
上。”吴丰术说，夏天最辛苦，头上顶着烈日，
脚下踩着滚烫的甲板，每天都是挥汗如雨。

今年七月，长江洪峰过境，秸秆、树枝

等大量漂浮物聚集在长席子码头回水区
域。十几天里，他们起早贪黑，每天从江上
捞起的漂浮物有10吨左右。

如今，云阳已配置了3艘全机械化清
漂船、两艘半自动机械化清漂船、1艘转运
船等机械化清漂设备，但人工清漂依然是
长江清漂重要的组成部分。

吴丰术夫妇和其余52名云阳清漂工
一起，近5年累计清理、转运及处置干支流
水域垃圾11万多吨，精心呵护着境内总长
269.1公里、水域面积近300平方公里的

“一江四河”。

全机械化清漂船
提高清漂工作效率

已是11月底，长江干流万州段水位已
升至175米。

江面上，三艘全机械化清漂船忙碌着，
身着橘黄色带有反光条工作服的清漂工人
正在紧张作业。

“一艘小型的自动清漂船，理论上一小
时最多可打捞40吨垃圾。”万州区环卫处
副主任陈渝称，长江干流万州段岸线长
80.3公里，江面面积148平方公里。万州
清漂队伍不仅要负责长江干流的清漂，也

要保障众多支流的水清岸洁，“清漂队伍的
日常工作可以用12个字形容：风里来、浪
里走、水上漂、船上捞。”

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万州的
清漂工作便拉开了序幕。

“刚开始的时候，清漂船多数是由普通
渔船改装而成，每条船上两人，掌舵人在船
尾操控方向，另一人负责沿着船舷一瓢一
瓢地打捞。”今年29岁的刘波是一名普通
的清漂工，“每天都要在船上待8个小时以
上，夏天有时气温超40℃，甲板的温度可
以达到70℃。”

比起烈日，刘波更担心的是暴风雨，
“一下大雨，漂浮物的量就会增大，队员们
在江上清漂也更加危险。”

2009年，万州清漂队拥有了第一台全
自动机械化清漂船，船头的抓耙可以自动
将垃圾输送到船舱。目前，万州拥有全机
械化清漂船4艘。

“总体来说，就是大船负责大面积清
漂，小船负责零散垃圾漂浮物。”陈渝介绍，
万州区积极推进清漂码头建设，投入2300
多万元，增加配置新型机械化清漂船、自动
化保洁船、工作趸船、船舶废弃物接收船等
设备，大大提高了清漂工作的效率。

据统计，万州清漂队年均出动清漂船
只7000余船次，作业人员1.8万人次，年均
清理消落区和江面的各类垃圾接近3万
吨，接收、转运船舶废弃物2000多吨。

“全球眼”高清摄像头
实时监控水域漂浮垃圾

11月27日清晨，阳光穿透江面的薄
雾，雄奇而秀美的巫峡在远处若隐若现。
这个时候正是三峡水库蓄水期，水流变缓，
大量垃圾漂浮于江面或是滞留在江岸。

巫峡口对岸的清漂码头，39岁的巫山
清漂队副队长葛亮带着两名队员登上一艘
机械化清漂船，向长江支流大宁河驶去。
葛亮驾驶的机械清漂船沿长江逆流而上，
船行至曲尺码头附近的回水区，一大片垃
圾漂浮带赫然出现在眼前，“我们安装的

‘全球眼’高清摄像头一早就发现了这里有
漂浮垃圾，这些垃圾应该是前一天降雨从
支流带出来的。”

葛亮说，目测这个垃圾漂浮带长约80
米，宽近30米，以当前配置的一大一小两
艘机械化清漂船，配合两艘主要起转运作
用的人工清漂船，一天即可打捞完成。

在葛亮的指挥下，两艘机械化清漂船
协同作战，对付垃圾漂浮带的主体部分，两
艘人工清漂船则在机械化清漂船无法靠近
的岸边打捞。

巫山县水域清漂队成立于2003年，主
要负责长江干流55公里和多条支流总共
128.5公里的水域清漂。

“巫山是长江重庆段的最后一道关口，
我们尽量不让垃圾进入下游。”为了提高工
作效率，巫山县水域清漂队从2014年开
始，先后配置了6艘全自动机械化清漂船。

今年，巫山又在长江大桥、龙门大桥、
清漂码头、曲尺、青石等7处安装了360°
旋转“全球眼”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境内
漂浮垃圾及消落区垃圾情况，做到及时发
现、及早清理。

“我们计划再增加3处同样的摄像头，
尽可能覆盖更多的水域。”葛亮介绍，目前
巫山县水域清漂队共有25艘清漂船，平均
每年出动清漂船只2600艘次，作业人员
7800人次，清理、转运及处置干、支流水域
垃圾2.1万吨。

长江清漂 守护一江碧水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毛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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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港附近水域，工人正在清漂。（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谢智强 摄

融创重庆“设计再造”让传统文化更具时代生命力
数十位在业内各有建

树 的 专 家 、学 者 聚 在 一
起，英国著名设计师专程
从美国来到南山探寻千
年窑址……这一切只为

“唤醒”沉睡千年的涂山
窑。

一个沉睡了千年的文
物，正因为“设计再造”重
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有
可能重新走进日常生活
里。作为融创重庆“设计
再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唤醒”涂山窑不仅请到了
学者专家探讨涂山窑的传
承与创新，更邀请到英国
著名设计师迈克尔·杨寻
访涂山窑，并力图用现代
的设计与审美，对古老的
传统工艺进行发掘和设计
再造，让千年涂山窑重新
走进我们的生活。

可以说，融创重庆“设
计再造”不仅是传承，更是
创新，是用当代设计和审
美，让传统工艺穿越时代
的长河，重新焕发新的生
命力。

为涂山窑的“重生”而来

11月26日这天，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本是闭馆的日子。

但它的办公区，却异常热闹。70
多名来自重庆考古、艺术、设计、收藏
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一个共
同的主题“涂山窑”而来。

这场由融创重庆主办的“唤醒”
涂山窑重庆设计再造交流会，请到了
86岁的古陶瓷考古专家陈丽琼，她曾
著有《四川古代陶瓷》，被认为是涂山
窑研究领域最权威的专家。

除了她之外，重庆市文化研究院
副院长、重庆非遗中心副主任谭小
兵；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首任院
长、中国美协创作中心主任江碧波；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
三峡区域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彭学斌；
古陶瓷收藏家陈聪，包括著名建筑师
温群等也参与到这场交流会，一同探
讨涂山窑的“新生”。

在86岁的陈丽琼老人心中，这
场交流会，是她一直以来的期盼。
她希望大家都能关注到涂山窑，希
望涂山窑能从历史中走出来。作为
重庆乃至西南最具代表的民窑之
一，涂山窑的工艺，不仅反映出宋代
渝人的生活细节，其叹为观止的工

艺，也记录着当时人们的审美和趣
味。

在谭小兵看来，唤醒涂山窑重庆
设计再造交流会就是这样让“文物活
起来”的交流会，“唤醒”涂山窑的价
值和意义，在于它既是对文化的传
承，也是这个城市精神和品位的体
现。

用当代设计与审美传承文化

让文物活起来，是需要社会力量
的广泛参与的，国内外很多案例中，
很多都运用了现代设计、审美与使用
功能的结合，进行再设计，让文物运
用的日常生活里。

而融创重庆“设计再造”正是这
样一场整合各界资源，透过对文化的
理解，将文物变成更有时代生命力的
作品。

在融创重庆“设计再造”的活动
中，不仅联合到世界看见（中国民族
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及看见
造物，更是聚集了来自重庆文化、艺

术、设计等各个领域专家学者的共
同参与，以当代设计与审美，让优秀
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生活，让世
界看见重庆之美。

这其中，涂山窑是融创重庆“设
计再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创重
庆邀请到被评为“最有‘中国设计’
发言权”的著名英国设计师迈克尔·
杨，对涂山窑进行文化寻访，并以国
际的设计视野与审美，让涂山窑以
更契合当代的方式，走进我们的生
活。

去重庆涂山窑遗址、参观窑炉，
和当地的匠人沟通，向涂山窑专家
了解涂山窑的挖掘历程，迈克尔·杨
亲自来到重庆，对涂山窑进行了深
入的寻访和文化了解。他说，自己
很荣幸能加入到涂山窑的设计再造
的项目中。

植根于城市的“设计再造师”

通过设计再造，让文物能拥有现
代价值，回归生活。

同样，通过设计再造，建筑能更好
地融入本土文化，融入城市，为人们提
供更美好生活。在“唤醒”涂山窑重庆
设计再造交流会上，融创西南区域集
团总裁助理、研发设计部总经理陈遥，
说出了融创重庆“设计再造”的初衷，
尊重城市，传承文脉，做一个植根于城

市的“设计再造师”，这是融创重庆一
贯的坚持。

从融创重庆的多个项目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融创这样的“初衷”，例如
融创白象街，保留了9处文物建筑和
两处古城墙遗址，融创通过保护、传
承、再造，将重庆这片传统的历史文
化街区再次呈现出来。如今，融创白
象街已是重庆城市文化的一张新名
片。

而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建筑
之美的国宾壹号院，则以现代材料
和手法，表达了中式建筑的古典意
境之美。 而据建筑设计师温群介
绍，即将亮相的融创重庆南山新项
目，也将通过现代手法，来表达对南
山、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的
尊重和理解，传递中式建筑山水画
的意境。

尊重城市的历史文化，用建筑去
理解城市，充分挖掘这座城市的文化
根系，并将她复兴与繁荣。融创重庆

“设计再造”的本质，是用竭诚的匠心
去为传统文化赋予生命，成为我们看
得见、摸得着的，具有现代性的“城市
生活美学”。

徐梅 图片由融创地产提供

著名设计师迈克尔·杨，在涂山窑遗址进行文化寻访

融创重庆“设计再造”活动启幕现场

融创白象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