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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莎姐日记》

《莎姐日记》是根据“莎
姐”法律志愿服务队真实故
事改编而成的一部电影，主
要讲述了一起少女自杀案
件深深刺痛了实习检察官
梅莎的心，使她深感未成年
人救助任重道远。之后，在
前辈检察官的悉心帮助下，
梅莎历经磨砺，不但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公诉员，还成为
一名积极的普法志愿者的
故事。

表演唱《跳磴石工号子》

跳磴石工号子作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流传于
跳磴镇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它最初是一种劳动号子，由
于具有唱词通俗诙谐朗朗上口、音律畅快简洁易于流传的
音乐特点，经过上千年的演变逐渐发展为一种民间吼唱音
乐形式。《跳磴石工号子》正是以这一非遗为原型创作，摘得
第十六届“群星奖”。

小品《占座》

小品《占座》用6名演员
以图书馆椅子的视角，通过拟
人化角色扮演，分别讲述了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期
和当代三个时代的大学生，对
于感情及就业问题的选择，展
现出不同时期大学生的价值
观及爱情观，荣获第十七届

“群星奖”及“天穆杯”第五届
小品展演优秀表演奖等。

曲艺《一封表扬信》

《一封表扬信》借助一对母女扮演角
色，以讲故事的形式，刻画时下热门亲子关
系，给人以启迪，极富教育意义，成为第十
八届群星奖曲艺类别整场比赛的“一道靓
丽的风景”。

表演唱《唱起歌来上大梁》

《唱起歌来上大梁》取材于大渡口区市
级非遗项目——“跳磴民居上梁习俗”，通
过对上梁整个过程的描写，表现劳动创造
幸福的场景。同时，建造新房是对美好新
生活的赞美，也是美丽新农村建设的缩影，
更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唱词与旋
律均富有浓郁的巴渝特色与乡村气息，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唱加以呈现，使文艺
作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

一座数十米高的崖体，划
开了原重钢片区和大渡口中
心城区。

崖壁之下，是重钢旧址；
再往前，则是一湾广阔的江水。

一山、一江，两种最能代
表重庆的自然形态，在此成就
了一段默契的相会。6公里长
的崖体之上，正在分步实施的
崖线公园则期待一场华丽的
变身……

品读大渡口，或许可以有
很多种方式。而以公园作为
切口，肯定会是一个别样的视
觉。

在这103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共有大小公园近50个。串
点成线，每一个公园都有故事，

每一个公园皆如画卷。
就在崖线公园之下，怀旧

气息十足的工业遗址公园正
在紧张建设中。未来，这里将
浓缩大渡口乃至重庆作为老
工业基地的底蕴，成为展示工
业文明的窗口。

作为工业遗址公园的核心
组成，重庆工业文化博物馆已
具规模。其“镇馆之宝”——
8000匹马力蒸汽机，是我国最
古老的工业遗产之一。1906
年洋务运动末期，由湖广总督
张之洞从英国引进。彼时，这
台蒸汽机代表了世界工业的最
高技术水平，同款产品在全球
仅有数台。抗战爆发后，这台
机器连同其他设备一起，顶着

日军的疯狂轰炸，被转运到重
庆。

抗战期间，重庆的钢铁工
业最多时占到全国钢铁工业
比重的90%，8000匹马力蒸
汽机功不可没……

这些关于钢城的遥远印
记，如今皆以公园的形式，留存
于大渡口人的记忆。

事实上，重钢环保搬迁之
后，“公园之城”也确实成为大
渡口一个鲜明的城市标识。

该区将公园规划建设作
为推进生活品质之城建设的
重要载体，通过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打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
公园群体，形成了大渡口独特
的环境竞争力。

立足于生态优先，大渡口
充分利用山、城、林、江的自然
格局，注重保留公园选址区域
原有地形地貌，合理进行植物
搭配，深度挖掘文化资源，以留
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为
落脚点，形成了一个各具内涵
的公园体系。

这些公园一方面突出植物
景观特色，一方面强调主题文
化特色，始终坚持一园一品、一
园一景、一园一主题。比如义
渡公园围绕义渡文化，美德公
园展现美德文化，工业遗址公
园突出“钢魂”文化，在建的白
居寺着力挖掘“隐士”文化等。

以此为代表，“十三五”规
划实施以来，大渡口的公园建

设“量质”齐升，陆续建成心湖
公园、双山体育运动公园、紫
棠园、亲子园、古镇游乐园等
13个综合性公园和社区公园，
在建公园10个，包括白居寺
公园、来龙寺公园、澜玥公园、
天邻山水社区公园、麗山湖公
园等，拟建伏牛溪湿地公园、
钓鱼嘴滨江公园等。

规划至2020年，大渡口
城市公园面积将达814.17万
平方米。公园服务半径覆盖
率超过95%。

从十里钢城到公园之城，
绿色共享已然成为大渡口崭
新的城市注脚。

王萃
图片由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提供

上梁，新房的山墙框架做
成后，将正梁搁在山墙上的过
程。

这来自于大渡口区的非遗
项目“跳磴民居上梁习俗”，以
表演唱《唱起歌来上大梁》的形
式，登上了第十八届群星奖决
赛的舞台。其浓郁的巴渝风
情、生动的劳动场景，成为演出
的一抹亮色。

群星奖，我国群众文艺领
域的政府最高奖项。本届群星
奖决赛，重庆共有5件作品入
围，大渡口占得三席。

加上本届决赛，这已是大
渡口区连续3届跻身群星奖决
赛阶段的表演。

这两个“3”，被业界视为
一种“奇迹”，也足见大渡口在
全市乃至全国群众文艺创作领
域的分量。

奇迹背后，是大渡口区文
化人的坚守，是一座城市对于
文艺工作久久为功的付出与见
证，更是市级文旅部门和有关
专家持之以恒支持培育的结
果。大渡口区文旅委负责人表
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民
众进行人文滋养，需要不断地
推陈出新，为群众提供更接地
气、更高品质的文艺精品。一
个地区要塑造文化形象，提升
软实力，也需要不断进行文艺
创作，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
时序。”文艺创作，承担着记录
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
代的重要使命。

近年来，大渡口区沉心静
气、精益求精，把创作生产优秀

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
节，推进了全区文艺事业的繁
荣发展。

该区探索建立了长效机
制。积极争取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扶持力度，出台了《大渡口区
文艺精品项目获奖配套资助办
法》，推进区域文艺工作可持续
发展。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
水。大渡口大力强化人才队伍
建设，团结全区广大文艺工作
者，逐渐发展成为文化软实力
提升的中坚力量。并采取“请
进来、走出去、沉下去”的方式，
举办音乐沙龙、书法沙龙、摄影
沙龙、创作笔会等活动，不断提
高文艺队伍整体水平和综合素
质。

立足自身、借力借智，一
大批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在
大渡口问世，繁荣了文化生
态、引领了社会风尚、滋养了
群众生活——

男声表演唱《唱起歌来上大
梁》、群舞《重庆小面》获第八届
重庆市乡村文艺会演一等奖；小
品《睡在上铺的兄弟》、故事《一
封表扬信》获第六届重庆市戏剧
曲艺大赛一等奖；广场舞《开心
的日子舞起来》代表重庆市参加
全国广场舞北京集中展演；音乐
作品《再向军旗敬个礼》《巴山汉
子》、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小品
《占座》4个作品荣获重庆市“五
个一工程”奖……

除了声名远播的优秀作品，
在全国都具有示范效应的文化

馆图书馆总分馆制，更是大渡口
区文艺繁荣的有力佐证。

在“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
制”的推动下，大渡口区公共文
化服务形成了“总馆带动、总分
联动、分馆互动、基层服务点一
派生动”的景象。在已建成的
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础
上，现已建成近20个行业、学
校分馆。

比如一度受限于场地而缺
乏文艺队伍的九宫庙街道，就借
总分馆制的契机，组建了老年艺
术团。艺术团自创了数十个节
目，上百名团员人人都是文化志
愿者，每年都在文化下乡等活动
中，广泛参与文化惠民。

文化馆总分馆制不仅让
出自大渡口区文化馆的作品

《石工号子》《占座》连续两届
捧回了“群星奖”这样的大奖，
更让群众文化活动呈现勃勃
生机，实现了交互供给的良性
循环。

将文化艺术与群众生活
紧密联系，使主旋律更加响
亮、正能量更加强劲。大渡
口每年通过公共文化物联网
点单配送全民艺术普及活动
700余场次，开展送流动文化
进村活动近200场次，送电影
600 余场，惠及 28 万人次。
大渡口的文艺范正不断增强
着群众文化的获得感与幸福
感。

王萃
图片由大渡口区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供

广场舞广场舞《《开心的日子舞起来开心的日子舞起来》》

广场舞《高粱杆节节甜》参加全国广场舞北京集中展演

大渡口公园

中华美德公园是全国第一个以
“美德”为题材的主题式公园。

公园主要以古建筑物及美德文
化打造为主，通过美德浮雕墙、智胜
诸葛亮、茅庐礼舍、五常林以及云天
桥等，展现中华文明所孕育的道德价
值规范，呼唤传统美德的回归、展现
新时代中华文明的延伸。

比如中华美德墙，雕刻有管鲍之
交、伯乐举贤、代父从军、精忠报国等
8个中华美德故事。此外，还有多组
儒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雕塑，错落
点缀在林内，实现教育与审美并重。

大渡口
公园

大渡口
古镇

义渡
公园

位于重钢厂区旧址崖线区域。崖
线长度约6公里，占地面积约922亩。
该公园是《重庆美丽山水城市规划》中
确定的重要山体景观、绿色廊道和景观
眺望点，同时也是长江沿线自然景观展
示面、城市特色山崖的重要承载地。

公园以生态文化长廊、滨江城市阳
台为主题，将钢城文化、义渡文化有机
融合，以源起义渡、兴于钢城、荣归生态
为线索，将植物景观、雕塑作品，通过崖
线步道串联，展示大渡口独特的人文底
蕴。

未来，崖线公园将与工业遗址公

园相得益彰，使老重钢片区成为一条
独具特色的滨江生态文化休闲旅游
带。

重钢崖线
公园

中华美德
公园

基于马桑溪古镇原址修复重建。
整个街区临江而上，共有三街九巷。古
镇景区除了传统建筑，还有马桑溪大桥、
老成渝铁路、老码头等景观。

大渡口之名，源自长江边的知名
义渡。以马桑溪古镇为代表的长江渡
口记录着这里千百年来的历史传承。
现在，马桑溪古镇已是大渡口文化旅
游产业的一处重要地标式景点，正致
力于打造为集吃、喝、玩、游、乐、购等
为一体的主题性精品人文旅游古镇。

义渡公园位于马桑溪大桥桥头，与
大渡口古镇通过步道相连。该公园人
文历史深厚，融绿化、景观、建筑于一
体。有翠竹长廊、黄葛晚渡壁、渡池、云
天广场、义渡阁等主要景点，还渗透着
长江文化、渡口文化等主题文化内容。

公园定位为义渡文化及雕塑艺术园，
通过深入挖掘大渡口人文艺术资源及展示
雕塑艺术，展示出公园独特的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