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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山城，也是江城，主城的
“两江四岸”是“山水之城”的核心地带。

就像塞纳河之于巴黎、泰晤士河之
于伦敦，“两江四岸”是最能代表重庆城
市价值的“脸面”。

重庆如何打造“两江四岸”？11月1
日，前来参加城市花博会的M&Y新加
坡城市发展顾问中心执行总监林光明教
授，就此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提出

“两江四岸”建设应实现人与自然、社会
和经济的“三个和谐”。

“两江四岸”在全世界
首屈一指

重庆日报：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很多
滨水城市，您觉得重庆的“两江四岸”与
哪个城市相似？

林光明：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上海
的黄浦江、广州的珠江、杭州的钱塘江，
以及流经伦敦的泰晤土河等，沿岸的建设
都做得不错。但据我所知，无论是从规
模、覆盖的人口、沿岸多样化的人文历史
条件，还是建成后的影响力来看，重庆的

“两江四岸”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就此而言，如果重庆把“两江四岸”

建设好了，不仅会造福重庆人民，也将为
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实践案例。

需实现“人与经济的和谐”

重庆日报：那么，您认为重庆如何更
好建设“两江四岸”？

林光明：“两江四岸”是重庆可以展
示给世界最独特的一张名片，是重庆的

“城市客厅"和“门面”。推进“两江四岸”
建设，需从重庆主城区整体发展的角度
来进行高起点规划。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重庆需要
先明确“两江四岸”的发展愿景。目前，
重庆提出的愿景，已经很好体现了人与
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但这还
不够。“两江四岸”的建设，还需要强化江
岸除旅游外的经济功能，实现“人与经济
的和谐”。这“三个和谐”实现了，不仅

“两江四岸”的治理会实现可持续性，还

会为重庆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其中，在强化“两江四岸”经济功能

的过程中，重庆可向夜景“借力”——“两
江四岸”的夜景打造得很漂亮，对游客有
很大吸引力。如果能通过提升服务软实
力、打造体验式消费场景等办法，让五洲
四海来看重庆夜景的游客开开心心地在

“两江四岸”沿线消费，“两江四岸”有望
成为重庆又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

其次，应该跳出“两江四岸”看“两江
四岸"的规划、建设与管理。“两江四岸”
是重庆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
从主城区的整体发展层面，来统一梳理

“两江四岸”的产业布局、人口布局和交
通布局等。

就此而言，重庆需要在机制上做一
些调整。比如，设立高规格的“两江四
岸”管理委员会，赋予这个机构人、财、物
和政策，由其统一指挥“两江四岸”建设，

“一杆子插到底”。这样，才能集中最好
的资源把“客厅”建设好。

重庆日报：在这方面，有没有国际经
验可供重庆借鉴？

林光明：重庆要做好“两江四岸”建
设，很有必要借鉴全世界优秀的经验。
譬如，新加坡河的治理实践，就可以给重
庆带来启示。

很多年前，新加坡河很脏很臭。
1977年，新加坡政府为了治理这条河，
成立了由新加坡环境部牵头的跨部委工
作组，负责制定新加坡河两岸治理和建
设的长远规划，并负责实施新加坡河岸
清理和清理后的发展工作。

在很多人看来，新加坡河的治理仅
仅是一个环境转型工程。而事实上，当
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还赋予其另外
的意义——推动新加坡经济转型、社会
转型。

按照这样的思路，新加坡花了10年
时间，实现了人与社会、自然、经济的和
谐——新加坡河两岸美不胜收，成为新
加坡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同时，新加坡
从农业社会成功转型为现代化文明社
会，人们不再往河流里乱丢垃圾或排放
污水。

增加亲水性需先让主城
交通畅通

重庆日报：从具体的细节来看，目前
“两江四岸”建设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那就是滨水空间很多被马路所阻
隔，导致可达性不够、亲水性不够。您认

为，如何才能增加“两江四岸”的亲水性？
林光明：“两江四岸”建设，提高江岸

景观的可达性、可亲近性，让人们近距离
与水接触，非常重要。一个市民和游客
不能触摸、不能亲近和不能体验的滨江
地带，是没有经济和社会价值的。

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让
“两江四岸”交通畅通。而这取决于整个
重庆主城区的交通畅通。如果主城区的
交通不通畅，江岸的交通不太可能实现
通畅。

如何实现主城区的交通畅通？新加
坡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

多年来，为了实现城市交通畅通无
阻，新加坡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做法。
其一，做到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的统
一；其二，在政策上，提倡“公交为首”，不
仅仅是“公交优先”;其三，通过加强教育
和配套设施建设，改变居民的交通出行
行为，让居民不再以驾车为出行首选。

譬如，新加坡的公交车让乘客感到
和坐私车一样舒适；轨道交通，地下空间
非常宽敞，人们走在里面也感到很舒
服。这让很多新加坡人觉得，通过公共
交通出行也不错。

再如，新加坡尽量在400米步行范
围内配农贸市场、学校、购物中心、公园、
体育馆、诊所或社区医院等公共设施，从
而让很多人不开车也能上学、买菜、看病
等，大大减少了交通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来重庆，我看到
一些沿街道路停了不少车。这会严重影
响道路畅通。过去，新加坡也曾出现过
街边乱停车现象。但是后来，新加坡通
过在住宅、商业建筑等地方配套建设停
车楼，让汽车也“住”楼房，很好地解决了
这个难题，重庆不妨借鉴。

另一方面，要提高“两江四岸”的亲
水性、江岸景观的可达性和可亲近性，还
应从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上，强调以人
为本、与民共建、为民服务。更通俗地来
说，就是把居民意见纳入政府决策。

让人们亲身参与“两江四岸”建设，
不仅能够集思广益，还能够让人们有归
属感、亲切感、参与感，增强认同度。

用“棋盘式”布局让城市
天际线变得更美丽

重庆日报：“两江四岸”还有一个很
明显的特点，就是不少滨江路段高楼林
立。有建筑专家认为，这严重影响了城
市天际线。您的看法如何？

林光明：我也注意到，重庆“两江四
岸”一些滨江路段，的确存在高楼大厦较
多的情况。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城市天际线，使得山水城市“显山露水”
的美景没能完美展现出来。

但是，我们应看到，已经修建起来的
高楼大厦，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改变。因
此，政府有必要先摸底，弄清楚哪些建筑
未来三四十年内没办法动、哪些建筑可
以动。在此基础上，先做好规划，再想办
法让城市天际线变得更美。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要受制
于城市天际线，都要严格控制建筑物高
度。除了解放碑、朝天门、江北嘴等主城
核心地段应严格控制外，其他地方可根
据实际情况来定。

在这方面，新加坡的做法也可供重
庆参考。

对于河岸的规划建设，新加坡政府
采用了“棋盘式”布局——河岸“黑白相
间、高低错落”的建筑布局，既让绿地、公
共空间与建筑相互辉映，又避免了高楼锁
河。无论是住宅里的居民，还是商业楼宇
里的上班族，都能享受河岸美景。

除了借鉴国外好的经验，重庆也有
必要广纳全球著名规划设计师的智慧。
比如，以“两江四岸”建设为应用场景，举
办国际规划设计大赛，吸引国外规划设计
大师参与，从中挑选最佳方案。

全力保留“两江四岸”
人文资源

重庆日报：“两江四岸”沿线，人文资
源丰富，然而目前，不少人文资源的保护
有待加强，历史价值没很好体现出来。
在您看来，如何才能保护好这些珍贵的
人文资源，留住“两江四岸”的历史回忆？

林光明：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紫禁
城”，没人敢把"紫禁城”拆了。“两江四
岸”的众多人文和历史遗迹，是老祖宗留
下来的，重庆在推进“两江四岸”建设的
过程中，需尽全力保留这些东西。

在具体的做法上，可以参照新加坡
的经验——分类保留，差别对待。

比如，我们设立了一级保护区和二
级保护区。在一级保护区内，临街建筑
保留，后街建筑可以重新发展，但高度不
可超过临街建筑高度，且原街景需完整
保留。

在二级保护区内，临街建筑保留，后
街建筑可重新发展，高度可以超过临街
建筑。原街景保留，但可适度优化。

新加坡城市发展顾问中心执行总监林光明教授：

“两江四岸”建设应实现“三个和谐”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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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六
天。不少参展区县的工作人员表示，
本届城市花博会规模更大品质更高，
搭建起了区县城市管理交流的平台，
他们将把现场学到的园艺知识、其他
区县的经验融入到城市品质提升工
作中。

巴南区城市管理局局长黄东柏
表示，这几天他看到市民游园赏花的
热情，花商花企行业专家的广泛参
与，今年城市花博会比去年规模更
大，品质更高。他认为创造高品质城
市环境，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直接影响一个
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希望
重庆多举办类似展会”。

云阳县城市管理局局长陈宗亮
称，本届城市花博会是重庆在“城市
品质和管理”、“花卉文化和艺术”领
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主题活动，
是“花卉·文化·艺术”的全民盛宴。
同样，也是各区县展现城市品质提
升工作的平台，为大家提供了互相

学习、互相研讨、共同进步的交流
圈。

开州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晓
静说，本届城市花博会以展区的形
式营造出有情景感、有叙事性的花
卉园艺，体现了各参展区县的自然
资源和人文特色。陈晓静建议多举
办类似的展览活动，让大家不仅可
以学习到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技
巧，还能增长关于现代园艺艺术风
采的见识，从而高品质推进城市提
升工作。

璧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世
界告诉记者，参与本届城市花博会，
为璧山区对外交流和立体展示城市
形象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也为璧山
区借鉴学习其他区县城市建设与管
理经验提供了平台。

刘世界希望城市花博会每年的
主题和风格有更多方向和新意，能吸
引的参与群体和参观群体更多样
化。同时，他也希望借助城市花博会
的平台，集中展示各区县城市发展的
新面貌，为重庆整体绿色发展注入深
刻鲜活的时代内涵。

花博会为参展区县搭建了很好的展示
交流借鉴平台

“希望重庆多举办类似展会”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本次花
博会“未来花园”展区，来自重庆大
学、四川美术学院、西南大学、重庆交
通大学、重庆文理学院5所高校联合
开启的“高校建造季”，现场展出的
10件未来花园造型作品，让观众耳
目一新。

记者在展区现场看到，这10件
作品充分展现出当代大学生对城市
建设、生态人居、品质生活提升的独
特视觉与理解。比如，由重庆大学风
景园林专业2018级学生设计的作品
《花翕》，通过拱形结构形成错落有致
的空间和富有变化的光影，构筑出了
空灵、安宁的花园空间；由重庆大学
风景园林专业2017级学生设计的作
品《火树银花》，则是用现代化设计手
法，呈现出夜色中道路两旁挂满彩灯
的树枝，如烟花般绽放的“火树银花”
场景。

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大学生们，
在本次“高校建造季”上提交完成了
《一叶》《仙子家园》两件造型作品。

设计者称，《一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
一片树叶，“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
同的叶子，大家不该忽略每一片小小
的叶子，它有自身生命的循环交替，是
整个地球生态圈的组成成分。”《仙子
家园》则是以仙人掌为原型，通过设计
出仙人掌的形态变化带来的流动感
与活力感，表达坚韧、牢固的寓意。

来自西南大学学生设计作品《空
谷玉茗》《最长久的生命》，重庆交通
大学学生设计作品《花象万千》《城市
印“像”》，以及重庆文理学院学生设
计作品《花好月圆》《归巢》，都以其新
颖独特的造型和别具匠心的寓意，令
观者耳目一新。

“此次高校建造季汇集了数十名
设计领域大学生的新锐思潮，他们用
各种丰富材料和灵感创意畅想了未
来生态。”花博会主办方表示，在大学
生们的设计探索下，未来花园建筑均
突破了原有表达形式，更加注重人性
化，并以简单的设计语言传递出个体
生命价值。

大学生创意作品展现未来花园

11月6日，江北嘴花博会现场，市民正在观展赏花。 记者 郑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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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江 四 岸 ” 建 设 金 点 子

重庆两江新区鸳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从 1952 年成立的鸳鸯联合诊所发展而
来。经过多年筹备，2018年10月17日，新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搬迁至重庆市渝北区
金开大道1239号。

搬迁后的新中心，在医疗设备、医疗质
量、服务能力及群众就医获得感等方面实
现了质的飞跃，得到了社会一致好评。辖
区群众认为，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
宽敞明亮，而且方便、快捷，在技术和服务
上都很令人满意。

软硬环境的提升
让群众吃下“定心丸”

2018年10月17日是鸳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全体医务人员值得庆贺的日子——
新中心正式投入运行。新中心面积约
4768平方米，共4层楼。开设全科、妇产
科、儿科、中医康复科、口腔科、预防保健科
（妇女保健、儿童保健、预防接种）、医学检
验、医学影像等。设备配置由最初拥有的
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三大件到现在数字
化X线摄影DR、彩超、经颅多普勒、肺功能
检测仪、十二道心电图机、检验设备、电动

牵引床、中药透药治疗仪等先进设施设
备。特别是该中心按二级医院标准化建设
的检验科，所开展的肝功、肾功、血脂、血
糖、两对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规体检项
目更是赢得患者的普遍赞誉。“在这里检

查、治疗，我们感到非常便捷和放心。”在门
诊大厅，家住丹鹤社区的殷凤说。

完善的设施设备保障了该中心实行分
级诊疗制度，实现“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
向转诊”的医疗服务新模式，形成“首诊在

社区、小病进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
区”的就医新格局。

“家庭医生”成为
守护群众健康的贴心人

“邓医生，我的胰腺炎又发了，痛得我
遭不住了，快来救救我！”2019年10月21
日凌晨1点，鸳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
医生邓文接到了签约居民龙克友的紧急求
救电话。

接到龙克友电话的那一刻，邓文医生
心急如焚，他心里明白“一定是急性胰腺炎
发作了”，因为龙克友在他这已是“常客。”撂
下电话，邓文立刻搭乘出租车前往龙克友家
里，随后护送至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急诊
科进行紧急救治。

经过一周的精心治疗，病人病情得到
了缓解。回到社区进行康复治疗的龙克友
感慨地说：“若没有邓医生的帮助，我真不知
该怎么办了，‘家庭医生’真是帮了我大忙，
是我们的贴心人，非常感谢他”。

像龙克友这样随时找签约家庭医生
“麻烦”的居民在鸳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
在少数。“签而有约、24小时接听群众电

话、竭诚为群众服务在我中心已成为常
态。”该中心副主任唐贞艳表示。

该中心覆盖丹鹤、白鹭、金谷、金桥、金
岭、金州、奥园、金渝、金湖9个社区居委
会，9个“家庭医生”团队服务人群66697
人。截至到9月底，0-6岁儿童签约5280
人，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签约数5022人，
孕产妇签约956人。在管高血压患者家庭
医生签约2056人，签约率达73.5%。在管
糖尿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796人，签约率
达79.6%。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366人，
签约率70%，计划生育特困人群家庭医生
59人，签约率100%。

智慧化预防接种
开启“互联网+医疗”新模式

“以前给小儿接种，排队、打挤现象特
别突出，夏天的话早上6点过就要去排队
拿号，至少要耽搁一上午。现在好了，智慧
化预防接种门诊的开启，只需半小时就解
决了，方便、快捷。”11月4日下午，在该中
心预防接种门诊，家住奥园社区的陈婷说。

2018年 10月，中心在全市的预防接
种门诊中率先实现了互联网与免疫规划的

成功融合。家长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接种
预约、手机缴费、疫苗知识、专家解答等多
项服务，实现了儿童预防接种从“预约-取
号-登记-预检-接种-留观”等环节的智
慧化、信息化管理。

这种‘互联网+医疗’的服务模式，既
为家长腾出了时间，也减少了排队等候的
烦躁。同时，家长们可在现场的LED屏幕
等视听设备，现场接受计划免疫、传染病预
防、儿童保健等健康教育知识，极大地方便
和满足了辖区广大群众的卫生服务需求。
截至到9月底，该门诊累计完成一类疫苗
26689针次、二类疫苗31033针次。

如何更好地服务辖区百姓？如何让群
众有病可医、有病可治？该中心主任陈天
亚表示，下一步将围绕人才队伍建设、等级
医院创建、康复中心建设等全方位开展，依
托“家庭医生”签约等公卫服务，为辖区居
民提供安全、有效、连续、综合、可及、个性
化的医疗卫生一体化服务。

马太超 图片由重庆两江新区鸳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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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快捷的智慧化预防接种深受家长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