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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文博活动精彩纷呈

5月 18日，2020年“国
际博物馆日”暨重庆市第十
一届文化遗产宣传月正式
启动。

李初梨捐赠文物回乡
展、“巴山蜀水”文创展、走
进石佛寺遗址、公益鉴宝、
云逛展……作为本次宣传
月主会场的江津，俊采星驰
“行千里”，群贤毕至“致广
大”。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历
史文明，守望精神家园；让
千年文化瑰宝活在当下、服
务当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四
面山水·人文江津”，以“同
城化发展先行区”的气质，
带着馥郁的文化芳香，款款
走来。

双城互动
贡献文博之力建好“经济圈”

走进江津博物馆，水墨长卷撷取
四面山水、几江半岛、中山古镇之要，
浓缩山、水、城之胜，商贾辐辏、帆樯云
集，都是漫长的故事……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秦良玉
系列改良款汉服、重庆自然博物馆的
装饰品、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
美术工艺品、四川博物院的“五代后
蜀残石经”书灯、成都博物馆的镂空
金香囊、杜甫草堂博物馆的诗意手账
本、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沙喇叭形器
饰品、武侯祠博物馆的三国风云人物
剪纸……400余件（套）文创产品，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争奇斗艳，吸引市
民有序逛展。

一次性集纳川渝20余家博物馆、
400余件（套）文创产品，联合举办“巴
山蜀水”文创展，在国际博物馆日暨重
庆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中，尚属首次。

迄今，以“国际博物馆日”和“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为时间节点，我市已连
续成功举办10届文化遗产宣传月活
动，成为全市文化遗产宣传的品牌活
动。

今年的宣传月主会场活动由市文
化旅游委（市文物局）、江津区政府共
同主办，江津区文化旅游委承办，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究院、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江津区博物
馆共同协办。

川渝两地文创联展——“巴山蜀
水”文创展首次“走进”重庆文化遗产
宣传月，江津旨在发挥同城化发展先
行区作用，以巴蜀文化为纽带，用“文
博之力”，助力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努
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战略
支点。

精彩纷呈
系列活动展示文博发展成果

文博事业，事关精神家园，是历史
文化的精华和精髓、文明发展进程的
重要标志、人民美好生活的期待。发
展文博事业，是全社会的共同义务。

据介绍，今年我市国际博物馆日
暨重庆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围绕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以文化惠民、

参与、创新为原则，策划推出了六大板
块100余项精彩纷呈的活动。

作为主会场的江津，策划组织的
系列活动更是亮点纷呈、新意十足，充
分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

多元与包容的守望图文展，将于5
月18日—25日在江津区滨江新城市民
广场举行，以图文展板形式，展出64处
国保与21家博物馆的介绍，充分展示
我市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桑梓情深——李初梨捐赠文物
展，将于5月18日—8月18日在江津
区博物馆举行，精选展出其捐赠文物
32件，深切缅怀他为党和人民的革命
事业、建设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追思
和学习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
的崇高精神。

走进石佛寺遗址考古现场，将于5
月18日在江津圣泉街道石佛寺遗址举
行，通过现场参观与走进考古现场录
播、直播的方式，邀请市文化遗产研究
院专家和考古人员，实地介绍石佛寺
古遗址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向公
众展示考古的意义。

公益鉴宝，市文物鉴定组的专家

将于5月18日在江津区江公享堂，为
收藏爱好者提供咨询服务，帮助收藏
爱好者识藏品，体会收藏乐趣，促进民
间藏品的保护、交流和研究。

此外，江津还将开展线上云逛展、
云直播、达人打卡等活动，定期推出江
津博物馆重点馆藏文物，讲述文物背
后的故事等，展示江津区文化遗产的
亮点、特色等，以及举办巴食——咱们
的祖先吃点啥、与“画”同行——跟着
名家学画画、“穿”越千年——汉服体
验活动、手绘津城——感受江津城池
变化等社教活动。

文华之地
让文博光芒点亮未来

除了精彩纷呈的展览、鉴宝、直播
等内容外，本次国际博物馆日暨重庆
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另一个重头戏
——江津区博物馆将正式对外开放。

该馆总建筑面积6406平方米，是
江津区全新打造的又一文化地标，为
区域性历史类综合博物馆。基本陈列
为通史展陈，以“大江要津 文华之地”

为主题，通过远古记忆、汉唐古城、长
江要津、变革新生四个单元，展示江津
自石器时代到1949年11月28日期间
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和风土人情，充
分反映了江津地域文化特色。现有馆
藏文物7098件/套，其中国家二级文物
27件、国家三级文物263件、一般文物
2069件、未定级4739件。

“该馆建成开放，不仅是江津社会
快速发展的象征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标
志，更进一步丰富了我区主体多元、结
构优化、层级合理的博物馆体系。”江
津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称。

据介绍，江津区现有不可移动文
物835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有聂荣臻故居、石门大佛寺摩崖
造像2处，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6
处（单体42个）。有聂荣臻元帅陈列
馆、江津区博物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
3家场馆向公众免费开放。

接下来，江津区将以此次文化遗
产宣传月活动为契机，高质量推进博
物馆建设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助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打造
新时代的文化高地。 文/图 钟捷石佛寺遗址建筑基址区全景

江津博物馆巴渝船棺 江津博物馆汉代画像石棺

文物展、文创展、公益鉴宝、云直播等接踵亮相

绿色发展推动产城景深度融合

两江新区水土生态城市价值凸显
近日，我市从扩大城市规模、优

化城市布局、提升城市能级、彰显城
市品质四个方面，全面部署推进主城
都市区建设。主城都市区范围包括
21个区，规划为“两江四岸”核心区、
“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先行区”、
“重要战略支点城市”、“桥头堡城
市”。其中，水土属“中心城区”，迎来
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近年来，两江新区水土片区全面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围绕生态城市建设，扎实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提升城市的生态环境品质，
为市民创造出高质量的宜居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两江新区直
管区，水土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一方
面，构筑绿色屏障、发展绿色产业、建
设绿色家园，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另一
方面，重庆轨道集团消息表示，2020
年，重庆轨道6号线国博支线二期将
建成通车，水土嘉陵江大桥有望全面
建成；两江新区网发布消息表示，西南
大学附属中学水土校区将正式开学；
水土城市快报消息表明，中科院重庆
学院一期项目预计7月建成投用；两
江新区官网消息称，竹溪河公园已进
行二期建设……如今，水土未来城市
核心价值愈发明显，区域价值不断飙
升，高端生态居住区日趋成型。

绿色产业激活美丽经济
中心城区价值显现

5月9日，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
座谈会召开，要求加快推进主城都市
区高质量发展，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中展现大担当、实现新作
为。

其中，中心城区要围绕“强核提
能级”，加快集聚国际交往、科技创
新、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高端功
能，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
造业，做靓城市名片，提升城市发展
能级，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
力。

经过多年拓展，长江以北的经
济活力得到了充分验证，两江新区
不仅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也成为主城板块中最快迈向高品
质宜居城市的板块之一。作为两
江新区的直管区——水土，不断创
新“绿动力”、注入“绿动能”，现代
化工业园区智能引擎领跑，众多大
牌企业入驻打造宜居之所……在
历经近10年发展后，水土以超前的
城市功能布局，成为重庆瞩目的发
展热土。

守好绿色发展底线
打造宜居新名片

在水土高新产业生态新城，高新
产业、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科学
谷、智谷等无疑是园区的标签，而罕
有的原生态自然资源则是水土引以
为傲的名片。“一方水土，天生丽质”，
展示了水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
珍稀迷人的内在气质。

“啼鸟云山静，落花溪水香”，这
就是对水土生活的真实写照。每天
清晨，家住水土的李阿姨都会到附近
的云顶山休闲公园晨练。在李阿姨
看来，青山伴入城，绿水长相依，水土
用好生态“绣”出了如今的幸福生活
画卷。

在地理条件方面，南北向的一条
竹溪河（嘉陵江一条支流），把水土划
分隔开来，一边是产业园，一边是生
活区。而水土“一半山水一半城”的
城市规划，从源头起便确保了生活的
舒适度。

两江新区官网信息显示，竹溪河
两岸的竹溪河景观一期项目已基本
完工，占地135公顷，以生态文化体
验、河流的认知、休闲服务等为主题，
以完善周边园区配套服务为理念，由

岩石公园、草地公园、观瀑公园、百花
公园和湿地公园5个不同主题的公园
组成。

竹溪河二期将沿着 5.2 公里的

河岸线打造了156.8 公顷的绿化景
观带，全长约5公里，投资金额近4
亿元。作为水土打造的首个湿地河
谷公园，竹溪河公园拥有30公里马

拉松跑道，放眼重庆也属于顶尖配
置。

同时，公园二期更以竹溪河为脉
络，将在纵向上串联朱家湾公园、嘉
陵江公园和后河公园，形成它们之间
的联系，同时对周边工业区生态环境
起到关键作用。

“水土高新生态城拥有两江新区
最为丰富的公园资源，总面积超过中
央公园。”业内人士表示，据统计，水
土高新园被嘉陵江环绕，竹溪河穿行
全域，16个公园点缀其间。公园、水
系、绿化等占据水土新城未来近三分
之一的土地，预计2025年以前将全
部建成，水土新城全域绿地覆盖率已
达到46%，可谓一座真正的生态宜居
公园之城。

张婷婷
图片由重庆万科四季都会提供

但凡有着城市中心的便捷，又坐
拥天然山水的自然景观，更有着高端
生态宜居规划的区域，最终都会吸引
大批城市精英人群聚集，水土就是其
中之一。事实上，作为重庆北部的后
起之秀，水土一直以来都是市场投资
置业的热土，其价值除了生态坏境以
外，还可从产业聚集、配套设施、交通
利好等方面窥见。

过去10年，中科院、云计算大
数据、光电显示、半导体、生物医药、
机器人智能装备等科技产业要素云
集，万科、腾讯、京东方等众多行业

“领头羊”入驻，担负起城市产业升
级，打造未来经济新样板的重任。
水土高新生态城正以实际行动，不
断在新基建、新材料、新能源、生物

工程、智能制造等领域实现更多突
破。

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水土新
城共规划建设学校24所（其中小学
15所，中学9所）、国家级重点大学1
所、重庆市重点学校3所，包括中科
院，在此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大学重
庆学院以及西大附中、复兴小学、江
北中学等在内的一系列名校，形成
了一条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链条高
品质教育系统，为片区居民子女提
供了一站式的教育服务。另外，还
有包括万科在内的众多品牌开发商
云集，高端物业荟萃，这些项目的容
积率均在1.5，致力为水土居者打造
更具价值的高端生活方式，引领北
重庆高端低密生活变革。

在交通方面，重庆轨道6号线
国博支线二期将于今年建成通车，
水土嘉陵江大桥有望今年全面建
成。水土高新城规划建设井字形交
通路网，除轨道6号线和水土嘉陵
江大桥外，规划道路交通路网“六横
五纵”：万福路（建设中）、云计算中
心2号路（规划中）、碚金路（已建
成）、云汉大道（已建成）等。

凭借这样的规模优势，水土有
效集聚来自两江新区的商流人流，
周边如蔡家、悦来、照母山、九曲河、
大竹林，甚至汽博、金开、人和等片
区，都是其未来的有效辐射范围。
而以上区域建设如火如荼，未来大
量的入住人口将成为水土商圈有力
支撑。

纵深》》

历经十年高速发展 水土进入最好的时期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水土校区效果图

竹溪河公园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