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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立 首席记者 申晓佳

最近，一张名为“渝尔代夫”的照片在网
上热传。图中，江水、沙滩和来福士广场同
在一片蓝天下，水清沙幼，风情万种。

其实，这不仅仅是江、城、楼的“合影”，
更是旧时光与新故事的“同框”——来福士
广场往南约800米，坐落着始建于清康熙年
间的湖广会馆；再往西南方向走1.4公里，
就到达南宋重庆府衙署所在地、有800多年
历史的白象街传统风貌区……

山与水、新与旧、繁华的商业体与古老
的街区，融合成一个独特又迷人的渝中。在
这里，人们既能触摸到厚重的城市历史，又
能感受到强劲的时代脉搏。

近年来，洪崖洞、李子坝、鹅岭贰厂、长
江索道等热门景点层出不穷，并频频出现在
影视作品中，成为新一代“重庆元素”。

这与渝中区近年来“精雕旧时光，讲好
新故事”的发展思路息息相关。因为这份坚
持，渝中区的旅游业收入从2015年的237.6
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463.5亿元，短短4
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挖掘历史文脉
留住城市记忆、居民乡愁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的一句名
言，恰好描述了渝中区之于重庆的意义：“人
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是母
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作为重庆“母城”，渝中区保留了重庆各
个历史时期的城市记忆、城市面貌。

史料记载，从战国时期（公元前316年）
到明代（1371 年），重庆经历四次大规模筑
城，均以渝中半岛为中心。晚清时期，朝天
门见证重庆的开埠通商历史；抗战时期，大
使馆、金融机构大量聚集解放碑至朝天门一
带。“母城文化”“抗战记忆”“红岩精神”相融
合，酝酿出渝中区独特的人文气质。

据统计，渝中区有不可移动文物149处
（173 个点），历史文化遗产全市数量最多、
密度最大、价值最高。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处，占全市约30％，市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49处，占全市约13％，抗战文
物占全市约2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城市留住记
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市委书记陈敏尔强调，山水是重庆的
“颜值”，人文是重庆的“气质”。不忘本来，
才能走向未来。

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重要指示要
求，不仅是渝中区文旅行业发展的机遇，更
是渝中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渝中区下大力气精雕“旧时光”，
保护文脉，留住城市记忆和居民乡愁。

为保护文物，渝中区下足“绣花”功夫，
严禁随意拆除和破坏。近年来先后投入数
亿元，完成东华观藏经楼、郭沫若旧居、中苏
文协旧址等50处文物修缮工程，一批保护
等级高、社会关注度高、安全隐患大的文物
建筑得以及时保护修缮。推动中国银行旧
址保护工程、老鼓楼衙署遗址公园、白象街
开埠历史文物修缮等文物保护修缮工程10
余个。

城市改造中，渝中区向上海取经，秉承
“留、改、拆”的原则，尽可能保持街名地名不
更改、院落建筑不拆迁、街巷肌理不断裂。

保护，只是第一步。在保护中活化利

用，才能让城市记忆活起来，让乡愁可见可
感。

近年来，渝中区延续历史文脉，修缮历
史文化资源，打造出湖广会馆、李子坝抗战
遗址公园等都市旅游新亮点；升级打造“最
美街道”中山四路，提速建设十八梯、山城巷
等传统风貌区；保护提升大田湾—文化宫—
大礼堂文化风貌片区，原址修复东水门历史
文化街区，推动“母城”历史风貌细腻还原。

同时，“九开八闭古城门”被拍成纪录
片，十八梯的众生相被搬上舞台，红岩魂等
红色历史被市级院团演绎为新的剧目……
艺术的语言，把城市文脉传播得更远。

如此种种，都是为了让文化在旅游中被
看见，让旅游在文化中更有韵味。

渝中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游
客走进渝中区，如同翻开一本书，可以在旅
游体验中细读旧时光留给重庆的印记。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渝中区走出了一
条有机融合的路。

2019年，渝中区接待游客6744.2万人
次，比2017年增加1258.2万人次，短短两
年时间，增长了近23%。

紧扣两江四岸
提升山水城市的立体美感

“重庆的天际线太迷人了！”8月3日，南
岸区一家酒店里，英国人阿里克斯目不转睛
地望着对岸的渝中半岛，由衷地感叹道。

阿里克斯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视
频博主，见多识广的他被渝中区富有层次的
城市景观深深震撼。从两江岸线、滨江路、
半山崖线再到半岛山脊线，渝中区的城市建
造、建筑分布天生错落有致，具有白天观城、
夜晚看灯的双重魅力。

这种双重魅力的代表，就是热门景点洪
崖洞。

因类似吊脚楼的新颖建筑形式和辉映
江水的夜景，近年来，洪崖洞广受追捧。
2018年国庆假期，洪崖洞吸引游客79.67万
人次，同比增长184.5%。

最近，洪崖洞又大刀阔斧地自我更新，
包括外立面排危翻新、立面灯光改造、崖壁
栈道和景观改造、打造“母城记忆沉浸式体
验区”等互动景区……堪称改头换面。

实际上，洪崖洞的自我更新是渝中区城
市更新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渝中区扣住

“两江四岸”主轴，大力提升城市品质，彰显
山水城市的立体美感。

渝中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江四
岸核心区总面积16平方公里，其中渝中区
占4.2平方公里。

根据全市两江四岸核心区治理提升计
划，渝中区辖区内共有项目111个（含 3 个
核心区外项目），全域19.1公里岸线均在近
期提升范围内。

目前，渝中区2020年计划内项目29个
正全力推动，年度计划投资13亿元，治理提
升内容包括岸线整治、公共空间打造、景观
提升等。

城市更新带来的改变，清晰可见——江
岸边，4座货运码头清场关停；高楼间，130
多栋楼已完成楼宇屋顶、立面、灯饰美化；街
区内，边角地上建公园，城市边坡增绿，移步
换景；城市中，对区内两江四岸滨江区域进
行城市天际线优化，为居民和游客留出看得
见山水的视线廊道。

与此同时，渝中区还在城市更新中巧妙
地进行“新旧结合”。活用枇杷山印制一厂、
鹅岭贰厂、燕子岩—飞机码头街区、戴家巷
社区等老厂区、老街区，打造文创园区、文化
街区；开放WFC、来福士等高楼的部分空
间，形成“山城阳台”，为游客提供更多体验
和观赏两江四岸的平台。

“两江四岸提升，就是渝中区的新故
事。”渝中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说，以两江四
岸为主轴的城市更新，将为渝中区带来全新
的生命力。

完善配套设施
打造“最宠游客”的全域旅游区

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渝中区，受到游客追
捧。近两年，渝中区先后获评“2018全国最
受欢迎全域旅游目的地”“2019中国旅游影
响力年度夜游城市”。

有网友戏称，这是国内外游客共同发给
重庆的两朵“小红花”。

在这两朵含金量十足的“小红花”背后，
还有渝中区加快完善旅游配套基础设施，推
进大数据智能化在旅游领域深度应用的努
力。

2019年国庆假期，一条特殊的群发短
信让重庆又火了一把：“国庆期间解放碑、洪
崖洞、朝天门、来福士等景点人员密集，请市

民错峰出行，为市外游客提供游览方便。”
“重庆真是最宠游客的城市！”网友们纷

纷感叹。
不过，“宠游客”并非“拍脑袋”的决定，

而是大数据智能化支持下的决策。
基于“渝中区全域游客流量监测系统”

等科技载体，渝中区对景区人流量实时动态
掌控，精准启动交通管制，及时封桥封路，让
路于人。短信，也是这一过程中的配套服
务。

除了“高大上”的科技助力，渝中区还下
功夫完善交通路网、步行系统、住宿等配套
服务，提升游客体验感。

渝中区住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下半城是渝中区的历史文化富
集区域，但缺少大运量的公共交通工具，游
客出行不够方便。为此，渝中区积极争取到
18号线延伸段线路优化，今后将串联化龙
桥、十八梯、白象街等站点。

慢行系统是游客深度体验城市，亲近历
史文化的重要通道。目前，渝中区已完成步
行系统专项规划，正在逐步打造总长为
114.5公里的“一带、六横、十六纵”步行系
统。千厮门步道、慢行系统示范段、山脊观
光道、大化步道、枣子岚垭步道先后建成，半
山崖线步道正在建设。同时，渝中区正在打
造解放碑至朝天门的步行大道，充分保证游
客优先、步行优先。

游客要“慢游”，住宿很关键。今年5
月，渝中区出台扶持政策，鼓励酒店提升品
质，积极创星级。星级酒店改造、或新创建
五星酒店成功的，最高可获500万元扶持资
金。

“增加星级不是最终目的，关键是要借
此让酒店的硬件和服务都整体提升，标准与
国际全面接轨。”渝中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此外，渝中区还先后引入携程、途家、马
蜂窝等平台，构建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的民
宿体系，在杜绝民宿无序生长、同质竞争的
同时，充分保障安全、卫生和特色。

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路途遥远。
渝中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透露，作为全

区六大重点产业之一，下一步，渝中区还将
继续在文旅深度融合的道路上前进，加倍珍
视不可复制的“母城”资源，推动风貌区老街
区建设，精雕旧时光、讲好新故事。

看渝中区文旅业如何让城市记忆活起来、让乡愁可见可感——

精雕旧时光 讲好新故事

“转型升级看渝中”系列报道④

▲位于渝中区大溪沟街道的棫園旧址（摄
于8月1日）。

◀渝中区枇杷山印制一厂，现在是“网红”
文创打卡地（摄于8月5日）。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何春阳)继在全国工商联32个省级餐
饮商会中首家发出“推行光盘行动”倡议后，8月19日，重庆市工
商联餐饮商会再次出台《关于推进“光盘行动”坚决制止浪费行
为的实施意见》，提出今年9月起，在餐饮商会47家会长单位中
率先推进“光盘行动”，为消费者提供“半份半价”“小份适价”菜
品服务，为合餐消费者提供N-1点菜服务，并在试点餐饮单位
对“光盘”消费者给予一定折扣优惠。

根据《实施意见》，我市餐饮行业将从四个方面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首先是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
氛围。通过展板、自媒体、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开展宣传，转变消
费者固有的菜肴丰盛显热情、有脸面等传统观念。

其次，引导消费者科学、健康、合理点餐。将“厉行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列入员工培训项目，引导消费者科学点餐、健
康点餐、合理点餐。主动调整菜品数量、标示菜肴分量，套餐上
注明建议消费人数。根据客人要求提供半份餐、小份餐服务。

第三，建立餐饮业奖惩并行机制。对引导得当的员工给予
奖励，对诱导消费者过量点餐的员工给予相应惩罚；对理性消
费、文明用餐的消费者给予鼓励，同时，试行收取服务押金或按
照浪费菜品重量加收服务费等措施。

第四，提升餐饮品质和管理服务水平。推动餐饮企业在品质
上下功夫，制作合理膳食搭配菜单。探索创新服务方式，开展菜
品网络营销，半成品餐外送、品牌餐点集中配送等新型发展模式。

重庆市工商联餐饮商会会长、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表示，
推行“光盘行动”是餐饮企业分内义务，也是必须担起的责任。
陶然居将试点通过打包有奖、光盘打折、提供奖励券等优惠措施
对顾客节约消费的行为予以奖励。

据悉，到10月，“光盘行动”将在市餐饮商会1987家会员企
业中全面推进。

9月起重庆餐饮企业

提供“半份半价”
“小份适价”菜品服务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

一方面，是全社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风气渐浓；另一方面，
是网络上“大胃王”们吃播作假、浪费惊人问题持续发酵。重庆
的“大胃王”们情况如何呢？普通市民对此又有何看法？

8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在观音桥步行街随机询问了10位
路人，其中有9位都表示自己曾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看
过“大胃王”的吃播，其中有3人认为“大胃王”是假吃，其余4人
则表示怀疑，只有2人相信“是真的”。

市民陈女士说，此前自己一直挺喜欢看“大胃王”的短视频，
一方面是对他们能吃多少东西感到好奇，另一方面是看他们吃
这么多东西很香的样子，自己也会有想吃的冲动。

“不过近期曝出假吃的事情后，就不再相信这些‘大胃王’
了。”陈女士提到的假吃，是近期有媒体报道：有一名身材瘦小的
小女生“大胃王”在其发布的视频里一口气吃了十碗凉皮、十碟
手擀面外加十盘炒面，引起不少网友惊叹；而没想到的是，有一
名路人从另一角度拍摄的画面中显示，这名“大胃王”一边吃一
边吐，这30份食物大多数进了垃圾桶。

在全社会都推崇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背景下，“大胃王”们
就成了“过街老鼠”，短视频平台纷纷表示要加强对美食类内容
的审核，并关停了一些违规吃播博主的账号，这些“胡吃海喝”的
视频也遭到普通观众的抵制。

在重庆，“大胃王”主播也不少。记者登录抖音看到，有着
3000多万粉丝的我市著名大胃王主播“浪胃仙”的抖音账号，已
经将其此前发布的夸张吃播视频删除，仅保留有近期推荐菜馆
的正常视频作品。

记者看到，在另一重庆“大胃王”主播“重庆饭冰冰”近期发
布的抖音视频里，打上了“情节展示、适量饮用、绝不浪费”“合理
饮食、节约粮食、拒绝浪费”等提醒，并特地在评论区留言表示自
己没有假吃也没有浪费，而也有不少网友在其评论区留言称“拒
绝浪费”等。

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广大网友也纷纷对“大胃王”假吃浪
费粮食等行为留言“畸形的‘吃播’”“都是袁隆平爷爷让你吃得
太饱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低俗直播可休矣”等，表达自
己的不满。

“低俗直播可休矣”
——假吃浪费粮食行为遭网友抵制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8 月 18 日下午，为弘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职业精神，讴歌医师的高尚品德与力
量，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
围，江津区中医院的医师们用短视频
参赛和知识竞答的方式庆祝了自己
的节日——第3个中国“医师节”。视
频从不同角度、不同场景及朴实的语
境再现了医师们的生活点滴，生动而
感人。最终，推拿一科、肾病科获得
一等奖，脑卒中康复科+筋伤诊疗中
心、脾胃病科、超声科、放射科、脑病
二科获得二等奖，麻醉科、针灸科、口
腔科、肺病二科、检验科、骨一科、妇
产科获得三等奖。

在致辞中，医院党委书记黄静表
示，为促进人民身体健康，推动医院各
项事业发展，医师们把青春和理想给
了医院，把仁心和大爱给了患者，把责
任和压力给了自己，把愧疚和亏欠给
了家人。他们逐梦的道路百转千回，
却无怨无悔、无惧无畏。正是因为有
了医师们的艰辛付出，才有了医院今

天的点滴成就。
在寄语中，院长曾宏表示“世间术

业有几何,至精首善为医者”。他指
出，医生是一个圣洁、平凡、辛劳却又
伟大的职业，医院的发展、患者的健
康，离不开每一位医师们的默默奉献。

诚然，“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
每一位医者的职业誓词，更是他们崇
高医德和无私精神的映照。面对“弘
扬抗疫精神，护佑人民健康”这一主
题，江津区中医院的“中医人”用仁心
仁术和无私付出为群众筑牢了一道
道健康屏障。

抗疫一线医师成了“最美天使”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江津
区中医院的“中医人”舍小家、顾大家，
全院医务人员取消休假，一页页摁着
红手印的请战书、一声声铿锵有力的
誓言、临上抗疫一线的入党申请书等
无不彰显医者们的热血与担当。通过
层层选拔，2月2日派出4名技术过硬、
业务拔尖的优秀护士赴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重症病区开展医疗救护。在抗疫
一线，他们用生命守护生命，诠释了医
者的责任与担当。

在江津本土抗疫一线，半月不回
家、几小时忘记吃饭或上厕所等一幕
幕感人故事时刻都在上演。同时，涌

现了一大批“抗疫勇士”。杨白苗、黎
劲松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杨白苗，被人俗称“老黄牛”与“急
先锋”。“老黄牛”指他从事呼吸内科临
床工作28年；“急先锋”指他面对新冠
疫情义无反顾冲在最前沿。“在武汉前
线，有我们的优秀医务工作者舍身忘
死、抗击疫情；在江津，我们也应该尽
己所能。疫情面前，我们都没有退
路。”杨白苗坦言。

黎劲松，呼吸一科副主任，擅长诊
疗慢性咳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
管哮喘、肺癌等呼吸系统疾病。“作为
抗击新冠肺炎最前线的科室，我必须
冲在最前面，这是我的职责。”黎劲松
说，在工作中，与他一同前往支援的医
护人员最让人感动。一个班8小时，
要克服多重防护设备带来的行动不
便、呼吸费力、皮肤勒伤等不适……可
即使这样，从没有听到大家有过一句

抱怨言。
“责任与担当，在疫情与群众健康

面前足显份量。”感染管理科科长赵宗
书说。

工作室成高素质医师队伍“孵化器”

“医院要发展，高端技术型人才是
第一生产力”医院副院长魏东华表
示。据他介绍，为补齐“中医优势不够

明显”这一短板，自“三甲”创建成功以
来，医院先后建立了石学敏院士工作
站、全国名老中医周天寒工作室、全国
基层名中医张安富工作室、全国名中
医王辉武工作室及全国名中医郭剑华
工作室。

据介绍，2019年5月成立的石学
敏院士工作站重点在针灸醒脑开窍得
到了显著突破，帮助脑卒中患者恢复
肢体功能，减少残疾，提高生活质量；
2018年3月成立的全国名中医工作室
以郭剑华、王辉武为主导，使得医院在
骨科、筋伤治疗、针灸、推拿及中医内
科等领域的治疗得到了大幅提高。

“1个院士工作站、4个工作室的
成立，通过‘传帮带’模式，培养了32
名高层次技术人才，涵盖了全院中医
优势临床科室，中医治疗效果大幅提
升，患者住院时间明显缩短，从而体现
了中医简、便、验、廉的特点，为广大患
者带去了福音。”魏东华说。

黄静说，为满足不同层级患者的
就医需求及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医
院将采取两条腿走路，即“西医不落
后，中医出特色”、“内科治疗外科化，
外科治疗微创化”，从而提升医院的整
体服务水平，为更多群众健康保驾护
航。

马太超 蒋晨
图片由江津区中医院提供

院领导为获得一等奖的科室颁发荣誉证书

江津区中医院 牢记医者使命 护佑群众健康

石学敏院士为患者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