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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花太好看了，快给我多拍几张！”
连日来，第二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博
览会（以下简称城市花博会）在江北嘴中
央商务区举行，现场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
断。特别是由全市21个区县及市属单位
推出的“山水重庆”展园，以及多家企业参
展商针对庭院、阳台、屋顶花园而设计搭
建的“梦想家园”展园，展出的各类花卉群
芳争艳，让游客目不暇接。

在“山水重庆”展园，多个参展区县结
合“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中的建设
项目，融入各自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和风景
特色，展现出城市之美、居住之美、生活之
美。

作为本届花博会东道主的江北展区，
现场各色花团锦簇，多种珍稀花卉将展区
装点得靓丽十足。展区充分体现出空间
设计感与生态技术，将江北区的山水风貌
与城市特色呈现于一隅，展示出生态智慧
促进城市品质提升、景观风貌建设的发展
风貌。

在云阳展区，浓缩了登云梯、月光草
坪、云端廊桥景点等当地著名景点的花卉
摆设，尤其是大面积采用花卉平铺烘托而
出的“登云梯”，吸引了不少游客注意。云
阳县城管局人士称，以“万里长江，天生云
阳”为主题的云阳展区，将经典景点融入
到山、水、花卉之中，展示了云阳依山傍水
的宜居生态环境，突出了山水与人的结合
互动。

有“牡丹之乡”美誉的垫江，其展区同
样吸引了众多游客眼球。垫江展区的布
设以寨卡文化为基调，配以石磨小品、青
石园路贯穿其中，展出花卉以牡丹为主，
营造出古典园林历史感，在内可观景、可
互动，充分体现出千年古县的文化底蕴，
牡丹故里的秀美靓丽，中国石磨豆花之乡
的美食特色。

通过创意的空间表现手法将美学和
艺术融入其中，是“梦想家园”展区设计的
一大亮点。

新欧鹏展园以几何设计手法，结合现
代禅意风格和园林小景，展示出通透开放
的自然生态展厅；宏帆展园突出茶山竹海
风貌，营造“山水重庆”特色庭院景观，展
现中式园林特色等。

“我们展园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对重
庆地形地貌的探索。”龙湖展园负责人表
示，展园从重庆特殊地形地貌中提炼出

“三角形”的设计思路，衍生形成翻折的

绿植空间及错落的装置构架。此外，该
展园还将彩色丝线编织成面，折叠形成
丰富多变的“隧道空间”，丰富了游客视
觉观感。

万科展园的场地是一个有着彩色瓦
片的屋顶，展出植物以多肉、苔藓和巨型
仙人掌为主，并放置了躺椅等休闲设施，
让游客徜徉花海流连忘返。

花博会热度不减 游客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夏元

本 报 讯 （记 者 颜 若
雯 实习生 刘思明）“重庆
的夜景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
把城市的文化特色融入拥有
独特山城地貌的夜景之中，亮
出一张世界级的城市名片。”
11月4日，市民龚长生致信本
报，为“两江四岸”建设提建
议。他认为，要把水幕墙、
LED屏幕等智能化、高科技灯
光照明技术在“两江四岸”夜
景灯饰中运用起来，同时注重
将文化融入夜景，打造一颗

“东方夜明珠”，向世界呈现一
场集科技感、文化感、时代感
于一体的光影盛宴。

“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
探寻城市发展新突破，希望
有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龚
长生表示，在世界上，一提起
电影城就会想到法国的嘎
呐，一提起世界水城就会想
到意大利的威尼斯，一提起
音乐城就会想到奥地利的维
也纳。重庆要在全国和世界
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两江
流光溢彩、四岸璀璨动人的
夜景资源是其他城市所不及
的，重庆的这一夜景资源也
令许多城市羡慕不已。

因此，重庆的夜景打造要
以“两江四岸”为“画布”，历史
文化为“灵魂”，光影科技为

“画笔”，通过智能大数据和光
影科技展现巴渝文化、历史往
事，诉说这座城市的故事。

具体而言，龚长生建议，

在朝天门广场两边分别树立
起若干高度在数十米高的灯
柱，展示浪花图案，配合来福
士独特的建筑外形，以艺术光
影展现朝天门“扬帆起航”的
魅力。

南滨路钟楼广场正对朝
天门码头，是观赏朝天门、大
剧院及“两江四岸”核心带的
最佳位置。龚长生建议，在钟
楼广场上空搭建一个2万平方
米观赏“两江四岸”的城市阳
台，并且利用城市阳台的外立
面空间，打造水幕墙或LED屏
幕，展示“两江四岸”艺术光
影。

具体展示哪些内容？龚
长生认为，可以用艺术手法展
现南滨路、北滨路、嘉滨路、长
滨路沿线的景色，例如黄桷晚
渡、龙门浩月、字水宵灯，远古
大禹传说的呼（夫）归石、弹
（诞）子石、洪崖滴翠、纱帽石、
东水门、千厮门、山城巷、湖广
会馆、来福士购物中心等，让

“两江四岸”一处又一处“文化
符号”得到展现。

重庆的桥型千变万化，种
类多而全。龚长生还建议，利
用朝天门大桥、千厮门大桥、
东水门大桥、黄花园大桥、菜
园坝大桥、长江大桥、嘉陵江
大桥等桥上的空间植入屏幕，
播放“我爱你中国”“祖国万
岁”等巨幅标语，以及巴渝民
俗风情、抗战文化等动态画
面。

市民龚长生：

将文化融入夜景
亮出世界级城市名片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廖雪梅）
11月4日，市妇联公布了200户2019年
重庆“最美阳台”“最美庭院”，充分展示了

“花与生活”的美好故事。
去年，市妇联联合相关单位在全市开

展了“最美阳台”“最美庭院”评选活动。
市妇联副主席谢晓曦介绍，去年的评选活
动在市内各区县反响热烈，广大家庭积极
参与。今年，市妇联联合市生态环境局、
市城管局，继续开展“最美阳台”“最美庭
院”评选，号召更多的家庭参与进来，提升
环保意识，践行绿色生活，创造更加美好
幸福的家庭生活。

据悉，评选活动发起后，来自全市的
上万户家庭参与其中。经过市妇联综合
评审组的审定，评选出“最美阳台”和“最
美庭院”各100户，并通过本届城市花博
会平台，以及重庆妇女网、“重庆女性”官
方微信等进行展示，向市民分享绿色美好
生活感悟。

“最美阳台”“最美庭院”评选活动的
开展，在全市范围内寻找出了一大批爱绿
养绿、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绿色家庭，以
及众多绿化美、清洁美、整齐美、景致美、
家风美的生态庭院。每个阳台、庭院背后
都流露着家庭生活的小幸福、小美好。

戚玉龙是酉阳“先生书屋”的主人，喜
欢读书，擅长书画，同时也热心公益，在自

己家中开设公益书屋，营造出一个充满古
朴韵味的书香阳台。大渡口区的潘俊峰
为了孩子能与自然相伴成长，在家里打造
了一个蕴含满满父爱的植物园，并取两个
女儿的名字将小院命名为“依诺小院”。

来自九龙坡区含谷镇寨山坪村的陈
子兴一家，是一个父慈子孝、常怀感恩之
心的大家庭。女儿倾其所有为父母新建
房屋，让他们“老有所居”；父亲则把这个
院落取名为“感恩苑”，感恩子女的孝心和
当今的美好生活。如今，这个感恩小院花
果飘香，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还在全村起
到了示范作用，影响周边邻里，带动村民
改善人居环境。

评选活动中众多感人至深的家庭故
事，和丰富的阳台、庭院打造心得远不止
于此。这200户家庭通过他们的故事，为
提升全市家庭的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升
市民的环保意识，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创
造更加美好幸福的家庭生活提供了样板
助力。

2019年重庆“最美阳台”“最美庭院”评选结果出炉

200个阳台庭院展示家庭小美好

大足区何永鉥家在阳台上栽种了70余个植物品种，430余盆植物，在美化自己家园
的同时，也让周边邻里有花可赏、有绿可看。 （市妇联供图）

要更多考虑公共属性，多
建滨江公园、绿地或文化设施。

——网友：爱么哩
要在滨江路沿线多建高品

质建筑，提升城市品质。
——市民：何女士

多在“两江四岸”规划建设
有本土特色的建筑。

——网友：刘晓米

“两江四岸”既要美观，更
要产生经济价值。

——市民：刘先生
继续做好两江的治污生态

保护工作。
——市民：程女士

（记 者 颜 若 雯 实 习
生 刘思明 整理）

“两江四岸”如何打造？
读者这样建议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11月4日，记者从重庆市体育局
获悉，2019CFA中国之队“大足
石刻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将于
11月 15 日—19 日在大足区举
行。

据了解，此次中国之队国际
足球锦标赛由中国足球协会、重
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作为中国U22男足参加2020东
京奥运会预选赛之前的重要赛
事，此次比赛共邀请了中国、澳大
利亚、朝鲜、立陶宛四支U22国
家队进行6场比赛。

“选择把此次国际足球锦标
赛放在大足，主要是希望通过这
场赛事来推动和引领当地足球文
化发展。”中国足协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比赛期间，他们将专门安
排“球星进校园”系列活动。四支

参赛队将前往大足区的两所小
学，与学生们进行互动。

此次国奥队将由本土教练郝
伟带队，届时包括在中超联赛表
现出色的张玉宁、黄紫昌、林良铭
以及重庆籍球员杨立瑜、曹永竞、
陈蒲将来到大足，为大家带来多
场精彩角逐。“我们希望国奥队能
利用这个机会提前熟悉潜在对
手，同时达到积累经验，丰富技战
术的作用。”中国足协有关负责人
表示。

据悉，为方便市民前往现场
观赛，中国国奥的3场比赛均安
排在晚上黄金时间。比赛票价分
为50元、80元和120元三个档
次，广大市民除了可以通过线上
渠道购买外，还可以通过大足邮
政各网点和体育场专用窗口进行
购票。

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锦标赛
15日-19日在大足举行

参加“5·12”汶川大地震应急抢
险，徒步进山搜集灾区第一手地质
资料；在暴雨中连夜勘察山体，组织
撤离 600多名山体滑坡危险区的群
众；顶着烈日解决村民用水问题，一
个月找出近 200个适合打井取水的
地点……重庆 2019 年“巴渝大工
匠”——重庆市地勘局607地质队队
长助理兼副总工程师张天友，30年
来穿梭于江河湖泊、深山野岭间，成
为一名能听懂大自然语言的“地质
医生”。

灾害现场 历经生死考验
1985年，农村孩子张天友凭借自

身努力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张天
友回忆，“当时选择地质专业，全是因
为填报人少，毕业后在这个行业待久
了，才觉得它能带给我满满的自豪感
和成就感。”

后来，由于“地质环境”大滑坡，刚
工作5年的张天友在很长一段时间无
用武之地，迫于生计，他下岗回乡卖起

了卤菜。直到1997年重庆直辖和“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地质队才迎来
了春天，张天友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
转变……

作为地灾技术的应急救援顾问和
负责人，张天友常年奔走于各大抢险
处置现场。2008年，“5·12”汶川地震
发生后，他和同事们一起赶赴灾区抢
险救灾，徒步进入具有“地质科学迷
宫”之称的龙门山。为确诊一处危险
区域是否会再次发生灾害，张天友在
近50°的陡坡上徒手攀爬，一失足便
滚落了20多米，直到死死抓住一块石
头，才发现下面是悬崖！回忆那天，张
天友仍然心有余悸，“这差不多就是我
们地质队员野外工作的常态，危险系
数高，伤残伤亡事故多，稍不注意小命
就没了。”

30年职业生涯，张天友遇到的地
质灾害远不止于此。

2014年，地处渝东北的奉节县发
生特大洪涝灾害，一夜之间阻断道路
交通，就连水、电、通讯也全部中断，

整个奉节就有1300多处险情出现。
“在抢险救灾过程中，时间就是生
命！这块地形有无裂缝、群众是否需
要撤离，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精准

判断。一旦没把握住，后果将不堪设
想。”张天友说，“那个时候，我们都是
打着电筒摸黑去考察地形，每天天不
亮就出发，困了靠在椅子上打个盹，

晚上回驻地整理资料。好在通过准
确的预判，及时让居民撤离，才确保
了槽木村、阳北村共161户 637人的
生命安全。”

厚积薄发 勇立学术潮头
预判地灾隐患、处置临灾险情，是每

个地质人的首要任务，虽然看似果断决
策，但在“防灾治灾”的背后，则是大量的
知识储备和丰富的经验积累。作为607
地质队的队长助理兼副总工程师，张天友
在单位也算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学霸”。

多年来，他不仅参与了重庆市《地
质灾害防治工程加固规范》《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爆破规范》等10余个规范的修编
工作，还参加了生态环境重新构建、主
城水环境破坏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主
编的《不良地质场地勘察》，填补了我
市在勘察技术规范中的空白。

如今，张天友在水工环地质调查、
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抢险、城市基础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优秀的成果。其
中，“黄花园大桥石板坡立交桥NB匝
道边坡勘察”项目获得省部级优秀勘
察二等奖。 潘锋 吴思倩

图片由市总工会提供

张天友：能听懂大自然语言的“地质医生”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地质工作传帮带五马厂河坝滑坡应急抢险

11月4日，江北区江北嘴花博会现场，众多热情高涨
的市民前来观展。 记者 郑宇 摄

11月4日,江北区江北嘴花博会现场，阳光下的开州展区繁花似锦。
特约摄影 钟志兵

十
一
月
四
日
，江
北
区
江
北
嘴
花
博
会
现
场
，前
来
赏
花
的
市
民
络
绎
不
绝
。

记
者

齐
岚
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