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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阳岛，位于铜锣山和明月山之
间的长江中。借助卫星影像图和航
拍，才能看清它的全貌。

俯瞰广阳岛，它就像一只美丽的
眼睛，蕴含着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绿
色，盛满了重庆山水的独特韵味。

9月23日，正值昼夜均而寒暑平
的秋分，广阳岛上凉风习习，草木茂
盛，时而传来清脆的鸟鸣声。

事实上，广阳岛的风景与韵味，不
仅来自于它的优美生态，更来自于它
的历史人文积淀。自远古时期开始，
广阳岛就是重庆历史上一枚浓墨重彩
的地理印记。

古代
“先民们踏着大禹的

脚板印开辟广阳坝”

虽然名字里有“岛”，但广阳岛给
人的观感更像是一片平坝。漫步岛
上，能看到山坡、溪流、树林和湿地，一
眼望不到岛的边界。

广阳岛是重庆主城区面积最大的
江心绿岛，是重庆独具特色的江河景
观和自然生态资源，是长江水域中不
可多得的“生态宝岛”。

资料显示，早在公元4世纪中期，
广阳岛就已留名于历史中。

成书于348－354年之间的东晋
史书《华阳国志》记载，广阳岛原名广
德屿，后因三国时期在其上游铜锣峡
设阳关，分别取“广”“阳”二字，称其为
广阳岛。明代《蜀中名胜记》记载，广
阳岛又名广阳坝、广阳洲。

在民间传说中，广阳岛同样是主
角。

原广阳岛管委会副主任李显文介
绍，在广阳岛上，一直流传着大禹的传
说。广阳岛西面隔江相望的涂山，就
是故事中大禹遇见妻子涂山氏的地
方。

“过去，岛上的老人喜欢说，广阳
坝是先民们踏着大禹的脚板印开辟出
来的。”李显文说，虽然这一说法没有
确切根据，却生动展现了广阳岛在重
庆人心中的地位。

传说虽然带有先民幻想的浪漫色
彩，却也折射出广阳岛的历史久远。
实际上，考古发现证明，广阳岛上有大
量原始人类活动的遗迹。这里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

2008年和2011年，考古人员分
别在广阳岛发现大量新石器时期的石
制工具、侧身屈肢墓葬以及陶片标本，
岛内原始人类生活遗址超过4000平
方米，并有渔猎文化的痕迹，意味着这
里很早就有人类活动，是巴渝文明的
繁衍之地。

地域广阔，原始人类为何选择广
阳岛落脚？

市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张海
鹏介绍，远古时期，江心岛是原始人类
最理想的栖身地之一。因为江心岛四
周江河环绕，能够阻挡岸上大型猛兽
的侵扰，是天然的庇护所。加之广阳

岛自然生态优越，适宜以渔猎为生的
古巴人生存，因此留下大量原始人类
遗迹。

可见，早在远古时代，重庆就因独
特的自然条件，获得了古人类的青
睐。广阳岛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承
载了重庆的这段远古记忆。

近代
写下重庆抗战历史的

壮烈一笔

广阳岛，并不只有风景秀丽、生态
优美的一面。与重庆的山河一样，它
承载了这座城市坚强不屈的英雄精
神。

现在的广阳岛上空一片平静，蓝
天中点缀着朵朵白云。只有从史料和
档案资料中，还能寻觅到那段惊心动
魄的记忆。

上世纪上半叶，在世界反法西斯
同盟浴血奋战的时期，广阳岛成为重
庆重要的空中屏障。

1929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
军长兼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广阳岛建成
当时西南地区第一个飞机场，时称“广
阳坝机场”。抗战时期，广阳岛成为护
卫重庆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中
国空军第四大队，又叫“志航大队”。

空军基地为何落户广阳岛？有历
史学者认为，广阳岛不仅相对平坦、宽
阔，具备修建飞机场的硬件条件，更重
要的是，它处于两座大山之间，扼守长
江，堪称重庆城区南大门空域的一把
铁锁。

抗日战争期间，广阳岛上空，发生
过多次激烈空战。当时设备落后的中
国空军，面对日军毫无畏惧，谱写了一
曲荡气回肠的保家卫国战歌。

《中国空军抗战史》作者唐学峰介
绍，公开史料记载的中日空军在重庆
最早的正面交锋之一，就发生在广阳
岛上空。

那是1938年10月4日上午9点
左右，27架敌机侵入四川领空，其中9
架直奔重庆。据10月5日《国民公报》
记载：“在广阳坝（位于重庆）方向得到
空袭警报时，当时我方立即警戒，我空
军起飞迎击。虽我高射炮齐发，惜均
未命中。”

唐学峰说，虽然我军没有命中日
军飞机，但毫不畏惧的气势仍然使日

军有所忌惮。广阳坝机场在抗战中，
充分体现了什么叫英勇不屈。

在重庆机场集团的档案资料中，
至今还有关于广阳坝机场的记录：

“广阳坝机场始建于1929年，位
于重庆市中心82度方向，距离15公
里，坐落在长江中的小岛上，跑道方向
为东北、西南向。该机场主要供军用，
但在每年夏、秋两季，珊瑚坝机场被淹
时，民航班机在此起降。”

此外，广阳岛还先后驻扎过苏联
援华飞行队和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保留至今的士兵营房、机场油库、美军
招待所、发电房、库房、防空洞已被列
为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广阳坝机场移交
重庆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航空俱乐部，
也叫“航校”，后作为重庆的体育训练
基地。1986年，中国曲棍球的第一个
训练基地落户广阳岛。

如今，机场和训练基地都早已搬
离广阳岛。但那一帧帧英姿飒爽的画
面，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当代
主城绿色生态的一处

宝地

如今的广阳岛，青山碧水，树草丰

茂。山与水、岛与江相依相偎，形成一
幅优美的风景画。

多年来，在重庆市民的心中，广阳
岛以美丽风光而闻名，是一处不折不
扣的生态宝地。

今年3月，市民章梦带上85岁的
外婆，驱车从渝中区赶到广阳岛上看
油菜花。虽然因为上岛的人太多，堵
了车，但章梦的外婆却非常高兴。

“对外婆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到
广阳坝看油菜花，是她们那代人的春
天记忆。”章梦说，外婆告诉她，曾经，
广阳坝上还有个农场。

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市体
育训练基地的部分土地经市政府批准
开垦为农场。

“广阳岛的农场是1958年建立
的。那时跑道荒草齐腰，野兔出没。
当时还开来了拖拉机，除掉荒草，把跑
道上的石子清干净，在上面种菜、种粮
食。”章梦的外婆回忆。

重庆文史学者曾传宜介绍，上世
纪90年代初，广阳岛开始建苗圃，树
种有小叶榕、黄葛树、千竹槐等。有一
段时间，周边县市都来广阳岛购买树
苗。

无论是农场还是苗圃，都透露着
广阳岛优越的自然生态禀赋。对此，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勘查数据显示，广阳岛“山水林田
湖草”一应俱全，在这里可以将美景尽
收眼底。

看山，山体主要分布在岛内北侧，
面积约2.7平方公里，山形较好，最高
处为龙头峰，位于山体西南侧，海拔
282.4米。

望水，岛上径流源短流急，现有沟

谷径流数条，形成主要18条汇流季节
性溪流。岛北侧江滩兔儿坪约有2平
方公里天然湿地。

赏林，岛内共普查记录到植物
383种，其中乔木82种，灌木73种，竹
类17种，草本植物185种，草质藤本
植物5种，木质藤本10种，水生植物
11种。

观田，岛内现有农田约1.3平方公
里，主要集中在山下和岛东头，春季的
油菜花田成为市民们难得的田园记
忆。

游湖，岛内现有湖塘分为干塘和
湿塘两种，主要分布于山谷冲沟处，总
计约11公顷。

寻草，岛内多为自生草本。湿地
和消落带区域以浅滩草地为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岛内动物种
类丰富、生态健康。岛内共记录到鸟
类124种、鱼类82种、两栖类8种、爬
行类10种、兽类11种、昆虫75种。其
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种，二级保护
鸟类10种，国家二级保护鱼类1种，中
国特有鱼类44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
15种。

据了解，下一步，重庆将通过“护
山、理水、营林、疏田、清湖、丰草”六大
措施进行广阳岛自然恢复、生态修复，
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努力实现山青、水
秀、林美、田良、湖净、草绿，为更多动
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丰富生物多样
性，还自然以宁静。

此外，广阳岛上还将建设清洁能
源体系、绿色交通体系、“飞船式”固废
循环利用体系、生态化供排水体系，按
照“绿色、低碳、循环、智能”的理念修
补和建设岛内基础设施和人文设施。

把广阳岛放在重庆的江心岛链中
来看，它是江峡相拥的特殊地貌造就
的一颗明珠。

“重庆城内城外，遍布因江水切
割山脉而形成的峡谷。江水入峡前，
有沱（水湾）；出峡后，则有岛。”市地
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张海鹏介绍，
长江重庆段自江津石蟆到巫山培石，
691公里长的江面上常年露出水面的
江心绿岛主要有 13 个，形成了一条
美丽的江心岛链。今后，被保护利用
的江心岛，将形成江心生态岛链。

这13个江心绿岛，从长江上游到

下游依次是：中坝（江津）、温中坝（永
川）、中坝（鱼洞）、珊瑚坝（渝中）、广阳
岛（南岸）、中坝（木洞）、桃花岛（巴
南）、南坪坝（巴南）、下中坝（涪陵）、坪
西坝（涪陵）、皇华岛（忠县）、石宝寨
（忠县）、白帝岛（奉节）。

张海鹏介绍，广阳岛曾被称为

“广阳坝”。顾名思义，它的地形相对
平坦，面积较大，枯水期全岛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这为广阳岛孕育自然
风景、多样生态提供了地理上的基础
条件。

其次，广阳岛具有典型的“山环水
绕、江峡相拥”地形地貌特征，地势北

高南低，西高东低。有起伏，有层次。
岛上“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俱全，
动物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浓缩了重
庆山与水、江与峡的地理关系。

“并不是所有的江心岛都有这样
的起伏层次。”张海鹏说，比如江津中
坝岛，面积略小于广阳岛，但地势相对
平坦；又比如云阳中州岛，虽然有山
地，但景观相对单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广阳岛不仅是
对重庆山水格局的最佳诠释，也是长
江水域中难得的兼备山、水、峡风景和
生态要素的江心岛。

保护利用广阳岛等13处江心绿岛

重庆构筑江心生态岛链

广阳岛上骑行爱好者环岛健身。 (特约摄影 钟志兵)

广阳岛的前世今生广阳岛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晓静郭晓静 申晓佳申晓佳

■广阳岛，位于铜
锣山、明月山之间，是
重庆主城区面积最大
的江心绿岛。9 月 23
日，《广阳岛片区总体
规划》提请重庆市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

■为此，重庆日报
记者来到广阳岛上走
访，了解这座岛的前世
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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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9月19日，重庆市“美丽医院”建设现场推进会

召开，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获评首批“美丽医院”建

设示范单位。近年来，陈家桥医院始终以患者为中

心，将“尊重人、关爱人、方便人”的服务理念贯穿到

日常工作的各个环节，创建“全程无忧”优质服务，努

力让医院具备环境美、服务美、人文美三个要素，增

强患者就医获得感。

“刚刚一位孃孃在大厅晕倒了，清洁阿姨陈素兰

把她扶了起来最后还送上了车，我问她是不是低血

糖，还给了她几颗糖。”9月10日，发生在重庆市沙坪

坝区陈家桥医院一楼大厅的这一幕，医院医保办工

作人员明雨瑶不仅亲眼见证，也参与其中。在整个

医院不断提升护理能力、建设“美丽医院”的大氛围

中，这是全体医护人员的本能体现。

进院：打造无缝隙“陪诊美”

“对于一些老年患者，或者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患

者，从他们下公交车那一刻起我们就会派出导诊护

士一对一陪诊，直到把患者送到就诊科室的医生护

士手中。”据陈家桥医院门诊部主管护师胡芳介绍，

门诊不仅会为患者提供全程无缝隙的陪诊服务，也

会免费提供轮椅、充电宝和母婴室等设备，方便患者

看病就医。

与此同时，门诊部门也引入了新鲜血液——医

科专业大学生，这一举措不仅让在校学生获得实践

机会，也可借助他们的理论知识和亲和力，提升患者

看病就医体验。曾在陈家桥医院进行了一年志愿服

务的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大三学生王鑫说，她很

庆幸能在陈家桥医院进行志愿服务，志愿服务让她

可以提前学会如何分析解决临床上的常见问题，也

因为这段志愿服务经历，让她现在在某医院实习时

得心应手。

在市内许多大型医院尚未提供重急症患者全程

陪诊服务之际，作为一家“二甲”医院，陈家桥医院不

惜人力、财力，加大陪诊投入，努力提升患者看病就

医体验。

住院：引入社会力量提升“陪护美”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一些病人在住院期间越来

越多地选择陪护人员照顾自己。但陪护市场存在着

散、乱等特点，许多私人陪护既未取得陪护资质，收

费定价也颇为随意。

据陈家桥医院门诊部主任李红宇介绍，针对此

情况，医院引进了专业化陪护公司，既提升了陪护质

量，也让病人的权益更有保障。“当然，医院也并非强

制要求每个需要陪护的病人都选择他们，只是给病

人提供一种选择。”李红宇说。

陪护之外，陈家桥医院在饮食方面也是全力保

障病人需求。据了解，医院食堂为全院病人提供微

信订餐和送餐服务，送餐无须服务费，给病人提供的

套餐中，一荤两素的价格为10元，两荤两素的价格

为12元，价格实惠。

出院：公益咨询解答延伸“服务美”

“项医生，我是去年7月24号做的手术，一年后

复查，恢复很好，不知道可以把钢板取了不。”“可以

取，但还是得回来看了来，就怕有什么特殊情况。”

这是发生在“陈家桥外一科咨询服务号”微信群

的一段对话，提问者是患者宋盛才，解答者为医院骨

科医生项旭，两段对话发生在今年7月26日，一前一

后仅相隔15分钟。据骨科护士长李昕介绍，患者出

院时，护士会提醒他们加入相应科室的微信咨询群，

如此一来，术后恢复情况、病情进展等都可通过微信

群直接与护士、医生进行实时沟通，既高效便捷，也

降低出行成本。

理论上讲，随着患者出院，医患双方的服务其实

便已终止。但在陈家桥医院，像这样的微信群已在

好几个科室建立，医院虽未强制规定医生必须对群

内咨询做出解答，但随机翻看两个微信群，患者的每

一条咨询基本都得到了有效解答。

陈家桥医院位于主城城郊的沙坪坝区陈东路，

主要辐射周边的大学城、中梁镇、回龙坝镇等城乡结

合部，公益性的延伸护理服务，给许多老年患者、行

动不便患者带去了便利。

王祥 图片由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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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服务全程无忧 美丽医院更加美丽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