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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8，对于很多人来讲，不过是
一串数字，但是对于夏伯渝来讲，则是
一生的梦想。

12月 2日，五次攀登珠穆朗玛
峰、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
峰、今年国庆档期热映电影《攀登者》
原型之一的重庆人夏伯渝，来到重庆
大学举办分享会。他与本次活动主
办方华硕电脑中国业务总部副总经
理兼新闻发言人郑威女士接受了本
报专访。

“我偏要征服你，要争这口气”

“我这一生就喜欢挑战。”下午
3点，夏伯渝仅穿着一件红色抓绒外
套，面带微笑走进采访间。身形瘦
长、精神矍烁的他，完全想不到是一
个70岁的老人。看到记者惊讶的表
情，他连连说：“不冷，不冷，穿一件运
动服足够啦。”

也许接受太多的采访，夏伯渝讲
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很平静。但是，每
当提到攀登珠峰的精彩片段，他兴奋
地用手势比划起来。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拼命
去登珠峰？其实很简单，就是想登
山。我喜欢它，为了它我永不放弃。”
提起40多年攀登珠峰的追梦历程，夏
伯渝讲出了自己最朴实的想法。他
说，“第一次登珠峰时失败了，把自己
的脚也冻掉了。我就想，你没让我登

上去，让我没有了脚，我就偏要征服
你，要争这口气。”

“好多媒体说我是英雄，创造了奇
迹，其实我从来不这么看。就是因为
有一个念头，有一个梦想，不管碰到什
么困难，我都会去克服,去完成我的这
个愿望。尽管路很陡，很危险。”夏伯
渝说。

每周户外运动6天，力量
练习从来不停

没有了脚，夏伯渝怎么可能登上
珠峰？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考验。”
夏伯渝说，那时候，每天早上5∶00起
床，他负重 10公斤的沙袋练深蹲，
150个一组，练10组；引体向上10个
一组，练10组；俯卧撑60个一组，练8
组；仰卧起坐，抱着一个5公斤重的哑
铃做40个一组，练8组；还有背飞，也
叫燕飞，抱5公斤的哑铃挺起来，保持
50秒，也做8组。

“对我来说，假肢登山是个很大的
困难，所以我要用上肢的力量来弥补

假肢的不足，对上肢练的比较多。”夏
伯渝说，每周户外运动6天，休息一
天，但是那一天力量练习从来不停。
还有就是星期一、三、五骑车到20公
里外的香山去攀登，星期二、四、六就
快速徒步10公里。

事实上，除了体能的贮备，能够登
顶珠峰还得做很多准备。比如华硕的
支持。

“华硕和夏老师结缘是在2008
年。我们被夏老师的坚持、坚韧和为
梦想永不放弃、不断挑战的精神深深
地打动了。”郑威说，“听到夏伯渝登顶
的消息，大家都哭了，因为我们知道他
太不容易了。”

郑威称，他们在珠峰大本营设立
了一个工作站，为所有攀登者提供无
偿服务，因为每一位攀登者都是勇士，
都值得尊敬。

“我是重庆人，印象最深
的就是解放碑”

讲述自己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夏
伯渝也一直面带微笑，用一种轻松的

口吻，似乎在讲别人的故事。
他说，1996年发现得了淋巴癌，

在放化疗的时候就一直锻炼。那时
候，病房里住了六个病人，都是癌症病
人，一个病人旁边守着好多家属，经常
哭哭啼啼的。“这太影响我的情绪了，
所以我就骑车回家了。那时候浑身乏
力，所有的指标都很不好，但是我还是
勉强吃点饭，做一些简单的锻炼。然
后，第二天再骑车到医院去做治疗。
我就从来不想患癌这个事，很多病人
都是被吓死的。二十多年过去了，这
个癌症也没有复发，这说明锻炼还是
有效果的。”

“我是重庆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解
放碑，经常去玩。”夏伯渝告诉记者，他
在重庆出生，但6岁的时候就离开了。

“妈妈对我讲，我们家住在临江路
84号。”对于小时候的记忆，夏伯渝
说：“小时候有位邻居叫曾孃孃，对她
印象深刻，她有个女儿，跟我一般年
纪，后来去了国外。”

（本组稿件由记者匡丽娜、周静采
写，图片由记者齐岚森摄）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
的山，只要坚持，你便一定有收获。12月
2日，励德树声·夏伯渝专场分享会在重
庆大学举行。在近1个半小时的活动
中，夏伯渝珠峰追梦故事深深打动了现
场每一位观众，现场数次响起雷鸣般的
掌声。

第一次是因为惊险。
夏伯渝说：“用假肢登山，脚是没有

感觉的，只有身体晃动传到腰上，才会
有感觉，所以整个攀登过程我只有两手
握着登山杖，让我的脚尽量踩平。如果
遇到冰缝，就只有靠几个人帮忙，我的
脚步跨过去以后，身体不能掌握平衡，
会往后倒，就要靠人在前面拉。如果前
面的人拉早了，我就会掉进冰裂缝，拉
晚了，大家一起掉下去。”夏伯渝讲述了
自己假肢的一颗螺丝钉在攀登的过程
中掉了，幸亏被他身后的向导找到的细
节。现场的掌声夹杂着如释重负的庆
幸。

当夏伯渝提起家人的时候，大家心
中又充满了感佩的复杂心情。夏伯渝
说，几十年来，觉得最亏欠的是家人。
因为家人知道，想拦也拦不住，家人会
说“登不登顶不重要，平安回来”。而他
每次出发前，把银行卡的密码，什么时
候交水电费这些事情都给家里人交代
一次，都会说“这是最后一次登山”，但是
他和家人都清楚，这不可能是最后一次。

当夏伯渝讲到自己登顶的时候，现
场一下子沸腾了。夏伯渝身后播放
的PPT再现了他登顶的情景。精疲力

尽的夏伯渝在珠峰顶端，因为缺氧和极
度疲惫，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喜极而
泣。“我终于上来了。我终于站在梦想
了40年的珠穆朗玛8848米顶峰。从
1975年到2018年5月，坚持了43年。”
画面打动了现场每一个人，不少观众偷
偷拭去眼角的泪水。

“大家看我还可以，还不像一个糟
老头，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有这个理
想。一个人还是要有一个理想。为了
这个理想去奋斗，去拼搏，不管它能不
能成功，但是那个过程很重要。”分享会
快结束的时候，夏伯渝对现场观众说，

“一个人要有梦想，为了这个梦想而去
坚持，坚持最困难，最重要的也是坚
持。只要你坚持了，一定有收获。”

“夏爷爷的故事真令人感动，他是
个了不起的人。我今后也要像他那样，
有自己的理想，永不放弃。”在现场听完
夏伯渝的故事，玉带山小学三年级学生
樊禹辰激动地说。

“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要亲自参与
和尝试，才能把不可能变为可能。”36
岁的残疾人乒乓球运动员魏吉对夏伯
渝的话感同身受。这位在2015年曾经
获得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团体赛
冠军的男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
说，目前他退役成为了一名教练，要把
永不放弃的精神传递给他的学生，让更
多残疾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听完夏伯渝的故事，肃然起敬。”
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研一学生邓仁为
说，信念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夏伯渝分享逐梦珠峰的故事感动现场观众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12月2日，全市各区县、乡
镇（街道）、村（社区）3个层级同步开展

“宪法进农村”主题日集中宣传。
“宪法进农村”工作是加强宪法法

律实施的重要抓手，是法治乡村建设的
重要内容。今年“宪法进农村”活动的
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乡村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照全市要
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谁执法、
谁普法”责任制要求，持续深入开展宪
法法律进农村入农户活动，立足“三农”
工作实际，针对农民群众法律需求，切
实将普法融入农业农村立法执法和管
理服务全过程，努力使宪法法律融入广
大农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之中。

活动当日，全市各区县、乡镇（街
道）、村（社区）3个层级同步开展“宪法
进农村”主题日集中宣传，参与群众达
30000多人。其中，重庆市“宪法进农
村”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高新区白市驿

镇海龙村广场举行。
记者在主会场看到，主题日活动通

过制作大量法制宣传条幅、标语、展板、
挂图，组织现场法律咨询，发放宪法及
农业法律法规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营
造了依法治农、依法护农、依法兴农、依
法强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浓厚法
治氛围。

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宪法知识
问答台和法律咨询服务台。专业人员
以实际案例解读宪法、涉农法律法规，
回答了农民群众现场提出的有关宪法、
农业农村法律法规等问题。

“我了解了国家对农村土地实行征
用必须进行补偿的法律，大家不用担心
土地被征用之后没有收入的问题啦！”
海龙村村民赵福银在咨询了土地征用
的相关问题后高兴地说。刚参加完活
动的村民木元芬感慨：“希望以后经常
开展这样的活动。”

我市开展“宪法进农村”主题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 实习
生 刘思明）近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重庆市城市
园林绿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
《条例》将于明年3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条例》加强了规划控制，
加大了保护力度，并补充完善了建设项
目附属绿地的绿地率指标，将国土空间
详细规划确定的绿地率纳入强制性内
容，要求新建居住项目的绿地率不低于
30%。

重点加强规划控制
将绿地率纳入强制性内容

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
法制工委主任邓炳国在解读《条例》时
表示，本次修订按照国家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和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结合重
庆山水城市特点和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的具体实践，重点从加强规划控制、规
范建设程序和强化保护管理等方面进
行了修改。

《条例》强化了园林绿化指标的刚
性约束，明确要求将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的绿地率纳入强制性内容。《条例》第十
五条要求，新建建设项目应当按照规定
建设附属绿地，其中居住项目不低于

30%，拆除重建的城市更新居住项目不
低于2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项目不低于35%；商务设施项目不低
于25%，商业设施项目不低于10%；道
路与交通设施项目不低于20%。

明晰永久绿地概念
要求在显著位置立告示牌

《条例》还明晰了永久保护绿地的
概念，即“以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
要存在形态，符合城乡规划，生态功能、
服务功能突出，具有长期保护价值的绿
地”，并规定城市生态公园应当确定为
永久保护绿地。

《条例》要求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
部门会同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确定永
久保护绿地，向社会公布，并在永久保
护绿地的显著位置设立告示牌。

增加立体绿化规定
立体绿化可折算为

附属绿地面积

邓炳国表示，为更好体现山城特色
风貌，增加绿化的层次感，塑造重庆城
市形象，同时解决实践中部分项目受客
观条件限制难以达到规定绿地率的问

题，《条例》增加了开展立体绿化的相关
规定。

《条例》第十八条要求，新建、改建、
扩建公共建筑的，应当对平屋顶实施绿
化。高架桥路、护坡、堡坎、轨道立柱、
隧道口、崖壁、挡墙以及大型环卫设施
等市政公用设施，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和
技术规范实施立体绿化。《条例》也鼓励
在办公楼、居民住宅楼等建筑上实施多
种形式的立体绿化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新建建设工程项目实施立体绿化
的，立体绿化面积可以按照比例折算为
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地面积。立体绿化
鼓励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强化闲置土地绿化
明晰绿化的直接责任人

此前，城市建成区部分长期未开发
土地长满杂草，甚至堆放垃圾的现象受
到广泛关注，不少人认为这影响了市容
市貌。因此，《条例》强化了对闲置土
地、储备土地的管理。

《条例》新增了“城市建成区适宜绿
化的闲置土地和储备土地应当进行简易
绿化”的规定，明确了土地使用权人、建
设单位、土地储备机构是对闲置土地和

储备土地实施简易绿化的直接责任人。
《条例》同时规定，当地人民政府组

织实施简易绿化的，土地使用权人、建
设单位、土地储备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并增加了未按规定进行简易绿化的相
应法律责任。

突出乡土植物运用
园林绿化项目采用

比例应超70%

《条例》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方
式和效果也作了相应规定，提出应当注
重植物造景，突出色叶植物、花卉植物
运用，提高绿化、彩化、香化、美化水平，
植物种植面积应当不低于其绿地总面
积的80%。园林绿化项目采用乡土植
物的比例应当不低于该项目绿地植物
总量的70%。

“此外，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要求，《条例》还对建设
审批流程进行了优化。”邓炳国表示，
《条例》进一步下放了建设项目附属园
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的审查权限，取消
了树木修剪的审批，同时强调了对市场
主体的监管，要求开展企业诚信评价管
理等内容，实现了从重建设到建管并重
的转变。

新修订的《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明年3月起施行

新建小区绿地率不得低于30%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 实习
生 刘思明）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重庆市农业
机械化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修订后的《条例》将于明年3月1日起
施行。《条例》规定，开展跨区作业的联
合收割机和运输联合收割机、插秧机的
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

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
法制工委主任邓炳国在解读《条例》时
表示，近年来，我市农机装备制造水平
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
机作业水平不断提高。但当前农业机
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比较突出。
实践中，土地条件是制约我市农机

化发展最突出的瓶颈。我市属典型的
丘陵山区地形，耕地总面积为3677万
亩。其中：坡度15°以下的耕地1801
万亩；坡度15°至25°的耕地1043万
亩；坡度 25°以上的耕地 833万亩。
单块耕地面积在1亩以下的占80%以
上，人均耕地面积为1.12亩；每个农户
耕地分散在3处以上的占60%，户均耕
地规模不足5亩。

因土地基础条件的制约，我市农业
机械化发展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
调查，我市很多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没

有使用农业机械，有70.03%是因为土
地条件不适宜机械化，其中：地块太小
占32.56%，没有机耕道占28.94%。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
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邓炳
国介绍，《条例》第十一条要求在我市积
极推动农村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实
施整村整乡集中连片开展农田宜机化
改造。《条例》第十二条对推进农田宜机
化改造与农业农村相关工作相结合等
方面提出了要求。

此外，《条例》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

开展购置农业机械信贷服务和农业机
械融资租赁业务，“这对购买者、使用人
来说，可以减轻当期的压力。”

《条例》还明确了农业机械科研
开发、制造和作业服务等活动可以按
照国家规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依据上位法规定和实践操作，规定

“开展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和运输
联合收割机、插秧机的车辆免交车辆
通行费”。

在购置补贴方面，《条例》规定农
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列入本市支
持推广农业机械品目的产品，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享受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

新修订的《重庆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明年3月1日起施行

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插秧机免通行费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2月1日，

在“12·5国际志愿者日”即将来临之
际，由北碚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城区创
建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八大文明提升行动启动仪式暨新
时代文明实践项目集中服务活动在雄
风广场举行。

启动仪式上，杨梅和雷超两名志愿
者先后登台，向现场群众分享了从事志
愿服务的经历。杨梅是两江名居公租
房社区大党委专职副书记。两江名居
社区是全市最大的公租房社区，因居住
人口密集，一度矛盾较为复杂。近年来
社区将志愿服务作为加强社区管理、促

进邻里和谐的重要抓手，取得了明显成
效，获得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美
志愿服务社区等荣誉称号。优秀志愿
者雷超专职从事志愿服务8年之久，在
他的带动下，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在校
大学生、社区居民纷纷加入到志愿服务
的队伍中，使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得到
有效提升。

活动中，来自各领域的志愿者向北
碚全区人民发出开展文明交通、文明旅
游、文明餐桌、文明窗口、文明广场、文
明社区、文明学校、文明医院等八大文
明提升行动的倡议，助推该区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工作。

北碚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升行动

“我这一生就喜欢挑战”
夏伯渝回渝讲述五次攀登珠峰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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