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城口巴山110千伏输变电站
工程，位于城口县巴山镇一座大山半山
腰。入夜后站在这里，依稀可以看到灯
火通明的巴山场镇。

7月5日晚8点，输变电站工程项
目旁的白色活动板房内，一场特殊的

“课堂”又开课了！
授课的，是3个“小年轻”，听课的，

是工地上的工人。

“小年轻”领导“老资格”

去年11月在巴山镇开工的这个变
电站建设项目，管理层平均年龄只有
27岁，蒋丰年、许志凯、吴杰三个“90
后”第一次在项目上分别任项目经理、
项目总工、项目安全员。三人组建的微
信群，群名也充满了年轻人的豪气：“巴
山三侠”。

而施工队员大部分来自河南，平均
年龄50岁，其中资历老的，做工程的时
间长达二十多年。

年轻的管理人员，如何管理好这个
年纪大、经验丰富的队伍？如何缩小年
龄带来的“鸿沟”？

此前，3个年轻人虽都有一定的实
践经验，但独挑大梁还是头一遭。在大
巴山深处，交通、信息皆不便，三人不得
不开辟“试验田”，在完成管理目标的同
时，寻找与前辈不一样的管理方式。

“项目质量、进度、安全是‘铁三
角’，缺一不可。”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蒋
丰年，带着一股浓浓的书卷味。他说，
这些内容，必须时常开会组织施工人员
学习。

刚到工地上时，“三侠”每次开会都
采取常规方式对工人们千叮万嘱，可会
场上，抽烟的、打哈欠的、说话的、看手
机的，花样不断，根本没人在意。

这3个年轻人开始反思——学习
既重要又必须，换种方式去学习是否会

更好？

照本宣科变“找茬”游戏

今年，安全员吴杰做出了尝试：把
安全教育变成“找茬”游戏。他在工作
间隙，拿着手机“随手拍”，晚上“夜校”
开课时，照片就变成了“教材”。

7月5日这天晚上的课堂，程序与
以往一样：安排下一步的工作，对工程
中的施工和安全知识进行总结。但这

堂课又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
吴杰把工地上最容易犯错的照片

整理出来。
“大家来看看，这张照片藏着什么

问题？”吴杰展示在投影仪上的照片上，
只有一个黄色的插头。

“没有接电缘盘，缺乏保护，可能有
漏电的隐患。”班组长李宝剑抢答。

答案和理由正确，吴杰和工友们都
笑了。

接下来的一张照片上，一位工友斜

戴着安全帽、穿着短袖便装从工地上走
过。

“安全帽没戴好，露胳膊露腿儿，在
工地上容易受伤。”铲车司机王永才看
到照片，立马严肃起来，“在工地必须穿
长袖长裤工作服，才能保安全。”

“满分！”蒋丰年笑着为王永才点
赞。

在欢笑声中，大家争相“抢答”，时
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处处都有“教科书”

“我挺喜欢这些小娃们的。”工友木
工班班组长叶红海说起三个“小年轻”，
一脸的慈爱，“他们总能想些花样出来，
不死板。”

工程完成离开前，老叶将工地大门
沿途的漫画墙拍下来——这漫画墙，也
是“巴山三侠”的创意，每一格漫画，都
表现了一个与工程相关的场景片断。
老叶最喜欢的一幅，画的是工友抱着全
家福的照片，安然入梦，旁边还配着“三
侠”自创的打油诗：“打工赚钱为养家，
父母妻儿心头挂。平平安安一个人，幸
福美满一家人。”

老叶说，这幅画很暖心：前两句是
他远离家乡来到秦巴山深处的目的，而
后两句则写出了自己的愿望，“三个娃
虽然年轻，但是很懂人心。”

此外，“巴山三侠”还做出了大量的
人形提示版，提醒工友要注意施工质
量、遵守施工规范、确保施工安全。

“这里虽然离城远，但精神生活丰
富。”李宝剑说，“以前工人下了班就和
管理人员没交流，可现在，大家都是‘老
铁’。”

“这个项目现场的安全文化非常接
地气，实现了与民工兄弟情感的相通。”
曾到现场体验过“夜校”、看过宣传漫画
的城口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何格说。

“巴山三侠”与民工夜校
本报记者 罗芸

夜校课堂上，工友们一起在工地照片中“找茬”，讨论工地施工的安全做法。
记者 罗芸 摄

5000多年前，三峡地区大溪先民
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解剖学”知
识达到什么水平？近日，一篇学术研究
文章引起大众热议。

这篇文章是《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近期刊登的重庆市
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江撰写的《三
峡地区大溪文化的边缘效应：廊道效
应、互惠交换、在地精神和简单聚落》
（以下简称《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边缘
效应》）一文。

研究表明，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虽
然地处大溪文化区的边缘地带，但该地
区先民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独特
的图腾信仰，对人体解剖也有初步的认
识。文章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研究
价值。

8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找到这篇
研究文章，并采访了该文作者。

对不同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

记者了解到，大溪文化的遗址广泛
分布于三峡地区、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
区，年代距今6500-5300年。它的文
化内涵极其丰富，有年代最早的水稻田
遗址与史前城址，有与北方庙底沟文化
相媲美的彩陶，有神秘的屈肢葬，是中
国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最有代表性的
考古学文化之一。

《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边缘效应》
认为，在大溪文化圈内，环江汉湖盆和
洞庭湖盆是中心地区或文化主体分布
区，由于这两个地区一系列古代城址、
发达稻作农业等的重要发现，相关研究
较为深入，而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价值
则长期遭到忽略。

该文指出，湖南城头山遗址稻田等
遗存的发现表明，两湖平原地区的大溪
先民主要生产水稻。这一地区的水稻
生产历史悠久，是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
规模化水稻栽培地之一。然而，这一生
产传统却没有在三峡地区得到传播。
以巫山大水田遗址为例，该遗址中发现
了尚未成熟的粟（小米）和黍，表明这两
种作物产自本地。一种文化内具有稻
作和旱作两种生产形态，说明了大溪人
对不同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具有一定的艺术创造能力

据了解，三峡地区多个大溪文化遗

址均出土了石质小雕塑，塑造的形象有
熊、猴、龟、野猪、穿山甲、鸟等动物，塑
造富有较强的艺术张力。

记者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提
供的照片中看到，一件黑色的穿山甲造
型雕塑圆润，形态与大自然中的穿山甲
十分相似。

白九江认为，上述石质动物雕塑在
平原地区基本看不到，表明这些雕塑是
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先民，受到大自然
启发后进行创作的。这体现出三峡地
区的大溪文化先民具有独特的创造力
和艺术表现力。

白九江认为，“这些雕塑应该不是
当时的普通玩具或装饰品，佩戴者可
能想表现他们的图腾信仰或万物有灵
观念，达到保护自身的目的。”记者看
到，一件人形石质雕塑表现手法抽象、

大胆——双眼和嘴巴构成一个等边三
角形，整体呈椭圆状，制作手法粗犷、
质朴。

生育崇拜在墓葬中也有体现。例
如，大溪遗址发现多座随葬鱼的墓葬。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邓晓等撰写的《巫山
大溪遗址鱼类随葬品及其内涵探析》一
文指出，鱼的繁衍方式令先民羡慕不
已，在万物有灵的原始认识下，具有明
显的“再生与丰产”寓意。

除了鱼，有的墓主盆骨下放置禽
蛋。据了解，生育崇拜较其他地区更盛
行，与三峡地区山高水险导致的生产生
活风险高、生存艰难、婴幼儿死亡率高
有关。

具备初步的解剖和数理知识

考古发现表明，三峡地区的大溪先

民具有独特的认知能力。在大溪墓地，
工作人员在Ⅱ区147号墓发现了一位
被处死的先民，体腔内从不同方向被插
入6只骨镞。

令体质人类学家惊奇的是，这些骨
镞分别指向逝者的五脏六腑，证明当时
的人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解剖知识。

《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边缘效应》
指出，大溪先民可能还掌握了一定的数
理知识——许多骨匕周缘刻画有线槽，
其中部分被认为是与刻骨计数有关；有
的墓葬内摆放有多枚小鹅卵石，可能和
远古的数术有某种联系。

此外，大溪先民的空间处理能力臻
于成熟。例如，著名的大溪文化空心陶
响球，其表面分布着细密的戳点纹，将
一个完整的球面分割为多个大小相等
的三角形，令人叹为观止。

戴穿山甲造型石质佩饰 初步具备解剖知识

5000年前 三峡大溪先民很“酷”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巫山大水田遗址出土的穿山甲造型石质
雕塑。

◀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空心陶响球。

▶巫山大水田遗址出土的人形石质雕塑。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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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8月2日，
第二届重庆文旅新地标暨首届重庆最
美历史文化古迹颁奖典礼举行，重庆
40强文旅新地标、20强最美历史文化
古迹评选结果出炉，瞿塘峡、金佛山、古
剑山、统景温泉、长江黄金系列游轮等
上榜。

本次评选活动由市旅游协会、市总
商会旅游商会、重庆文化创意产业协
会、华龙网共同主办，旨在以塑造榜样、
彰显楷模、培育品牌的方式，助推重庆
文旅事业的融合发展。

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共收到
文化旅游新地标84处、最美历史文化

古迹40处、文化旅游先锋人物40人的
参评申请。经过公开、公正、透明的选
拔评比，瞿塘峡·三峡之巅景区、金佛山
景区、綦江古剑山景区、统景温泉景区、
长江黄金系列游轮、融汇温泉城、乐和
乐都主题公园、金刀峡景区等40个景
区获评“第二届重庆文旅新地标”；龙兴
古镇、重庆湖广会馆、铜梁安居古城、磁
器口古镇、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合川
钓鱼城、大足石刻等20个景区获评“首
届重庆最美历史文化古迹”；大足区玉
龙镇党委书记贺平、重庆斯威特钢琴有
限公司总经理孙家希等10人获评“文
化旅游先锋人物”。

重庆文旅新地标暨最美历史文化古迹揭晓

瞿塘峡、金佛山、古剑山等40个景区上榜

本报讯 （记者 韩毅）7 月 3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旅游资源开发
工作会上获悉，我市将持续打好“五张
牌”、切实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创建、扎实
推进精品景区提档升级、致力推进旅游
度假区建设等，抓大文旅促品质化，统
筹保护好自然生态和历史文脉，以大文
旅增强城市发展能级、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

今年1—6月，重庆实现旅游总收
入2552.92亿元，同比增长32.71%，呈
现出井喷式增长态势。“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和“行千里·致广大”旅游形象知
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文化旅游已成
为我市培育发展新动能、创造发展新优
势的有效途径。

不过，全市旅游资源开发也面临一
些问题和短板，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和偏差。比如，旅游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都市旅游红红火火，渝东北、渝东南
部分景区不为人知；基础设施落后，“快
旅慢游”体系尚未形成；产品供给不够
丰富，文化内涵挖掘利用不足；管理服
务水平不够高，一些景区景点存在“一
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管理”现象；国
际化水平不够高，境外游客占比偏低，
旅游产品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有待提升。

会议指出，我市要持续打好“五张
牌”。加快编制《“大三峡”旅游一体化
发展规划》，重点推动云阳侏罗纪恐龙
公园、奉节白帝城大遗址保护、万州天

生城大遗址公园、“观光巴士”等项目建
设；推进主城区“山城步道”建设，推动
主城各区“灯明景靓”工程落地落实；建
设温泉度假精品旅游项目，打造“世界
温泉之都”品牌和气候养生国际旅游品
牌；加快推进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和传
统风貌街区保护修缮，利用文物遗迹、
人文场馆开展文化旅游；大力开发特色
乡村旅游项目，重点建设100个特色旅
游镇、1000个特色旅游村，培育10000
家乡村旅游规模经营主体，打造100个
乡村休闲体验基地。

切实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加
快编制全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按
照“旅游+”“+旅游”发展理念，大力创
新发展冰雪运动、山地户外、养生养老、

医疗健康、自驾车房车营地、精品民宿
等新业态新产品，建成品牌突出、数量
充足的旅游吸引物。

扎实推进精品景区提档升级。突
出标准引领，不断提升景区标准化、规
范化服务水平；严格落实景区动态管理
机制，推进A级景区有进有退。突出
内涵提升，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
源，加快打造创新文旅融合产品，促进
旅游景区特色化、品牌化发展。突出品
牌塑造，全方位开展景区宣传营销，持
续提升景区知名度和美誉度。

致力推进旅游度假区建设。加快
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开发，进一步拓展休
闲度假功能，建成市级以上旅游度假区
30个。

重庆将以大文旅增强城市发展能级
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旅游总收入2552.92亿元，同比增长32.71%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孙天然）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
两江新区获悉，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中国汽车工程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汽
研）成立中国首个欧盟新车安全评鉴
协会（Euro NCAP）官方认可联合试
验室，成为中国首个获得授权在中国
开展Euro NCAP相关碰撞测试评价
的单位。

据介绍，中国汽研碰撞安全试验室
能为企业提供公告、研发、认证、验证等
全方位测试技术服务。该实验室可开展
乘用车、商用车实车正面碰撞、侧面碰
撞、尾部碰撞等多项测试，牵引系统最大
牵引能力在120公里/小时下高达5吨、

在80公里/小时下高达25吨。
除此之外，该项目还拥有加速台车

试验室、车身强度试验室、行人保护试
验室、安全带试验室。试验能力覆盖世
界多个主要国家与地区的汽车被动安
全技术标准法规和新车评价规程。

Euro NCAP官方认可的联合试
验室落户两江新区是中国汽车行业迈
出的跨越性的一步，中国汽车企业可在
本土进行Euro NCAP认可的测试评
价，这标志着中国汽研碰撞安全试验室
能够为中国汽车行业提供更完善、更便
利的开发服务。同时，对于自主品牌车
企而言也是极大的福音，有利于节约新
车型赴欧洲测试和研发的成本，进而提
高企业研发效率。

车企可在重庆进行
欧盟新车安全标准测试了

本报讯 （记者 王丽 实习生
张艺）8月3日，由重庆市体育局、九龙坡
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和谐奥体 悦动九
龙”2019全民健身日系列公益活动暨第
六届奥体游泳节启动仪式在重庆市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以下简称“奥体中心”）游
泳跳水馆举行，近500名游泳爱好者以
参加趣味水上健身游戏和达标赛的形
式，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民健身日”。

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游泳节
分为亲子赛和达标赛，共有70组亲子
家庭和300名游泳爱好者参与。

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重庆日报
记者了解到，为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

围，8月3日至11日，奥体中心拿出自
身管理的体育场、游泳跳水馆、青少年
校外体育活动中心（羽毛球馆），并整合
体育经营商户场地，开放12场馆设施，
整合游泳、羽毛球、保龄球、台球、轮滑、
篮球等体育项目15个健身项目，分时
段免费向公众服务。

2019全民健身日系列公益活动启幕

市民可免费体验10余项健身项目

全民健身日系
列公益活动一览表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4日，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各地大多
以多云加阵雨天气为主，气温将逐步攀
升，明日局部地区最高温将冲击38℃。

据市气象台预计，从6日夜间开
始，我市将会有一次较大的降雨过程，
届时温度将会有小回落。具体来看，5
日白天，西部及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
阵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大部
分地区气温23～37℃，城口及东南部
22～35℃。主城区：阵雨转多云，气温
25～35℃。

明日将冲38℃

本报讯 （记者 李珩）“欢迎来重
庆避暑！”这是今夏网友们对重庆7月
份凉爽天气的戏谑，在很多人看来，今
年7月是最凉快的夏天了。真的是这
样吗？8月1日，来自市气候中心的数
据显示，今年7月，重庆确实比往年凉
快，7月1日至30日，全市平均气温为
26.5℃，但排名则是1951年以来的同
期第八低。

暴雨预警、强对流天气预警……连
日来，市气象台多次发出预警，不少人
也被暴雨堵在回家的路上，降雨似乎成
为今年7月的主旋律。据市气候中心
统计，7月1日至31日，全市平均降水
量为 153.2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15%，较去年同期偏多16%，这样的降
水量只能排名1951年以来纪录的中游
水平；全市平均雨日为13.9天，较常年
同期和去年同期分别偏多0.5天和4.2
天。

在气温方面，7月1日至30日，全
市平均气温为26.5℃，较常年同期和去
年同期分别偏低0.9℃和2.8℃，排名为
1951年以来同期第八低。7月里最高
气温出现在29日的奉节，达到41.8℃；
最低气温则是 9 日的黔江，只有
16.5℃。

为何感觉天天都在下雨，雨水却比
常年还偏少呢？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杨
宝钢介绍，今年重庆七月气候的特点是
气温偏低、雨日多，但雨量小。

“气温凉爽、雨日偏多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杨宝钢
说，由于对流层低层在我国东海到黄海
有较强的气旋性风场，使得我国东北向

的冷空气较为活跃，月初副热带高压出
现“崩溃式”南退，此后长时间停滞在较
常年偏南的位置，导致重庆上空冷暖空
气交汇较为频繁，而副热带高压的来回
摆动使得不断有弱冷空气影响重庆地
区，因此，造成雨日多、气温偏低的天
气。

但该来的高温还是会来。市气候
中心预计，八月上旬的降水可能较常年
偏多，可能有6-7个雨日。而八月中
旬前期和下旬，我市大部地区将阶段性
出现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的高温
天气；中旬后期和下旬中期，重庆东北
部、东南部以及西部偏北地区易出现暴
雨、强对流等天气。也就是说，八月很
有可能是“高温”与“暴雨”齐飞的情形。

今年7月是重庆最凉快的夏天？错！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孙天然）8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悦来投资集团获悉，两江新区悦来国际
会展城发力文旅产业，将原重庆江北化
肥厂打造成文艺小镇。目前，场地修复
工程已基本完成。

据介绍，原重庆江北化肥厂前身是
1958年由前苏联援建的焦炭厂。根据
规划，悦来投资集团将原有工业遗址予

以整体保留，并利用工业厂房进行全新
规划，打造13.8万平方米的西南首座
集文化、艺术、文旅、艺培、教育于一体
的文艺特色小镇。

目前，原江北化肥厂场地修复工程
已基本完工。悦来投资集团基本完成
原江北化肥厂的风险评估与治理修复
工作，厂区内废水、固废、污染土壤等均
得到了有效处置。

原重庆江北化肥厂将变身文艺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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