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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0月1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重
庆将整合“红色三岩”革命遗址，依托红
岩村、虎头岩建设占地面积50.5万平
方米的红岩公园，通过实施系列规划建
设项目提升红岩精神影响力。

“红色三岩”是指以红岩嘴（1945
年改为“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暨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曾家岩
（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桂园、特园）、
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旧址）为主
的革命遗址群，共有28处革命遗址，

含3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批
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群占地面
积近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万余
平方米。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
说，“红色三岩”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
党在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一盏明
灯，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统战工作的主
阵地，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也是重庆
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其历史地位和
时代价值重大。整合“红色三岩”革命
遗址建设红岩公园，就是为了提升红

岩精神影响力，将“红色三岩”打造为
国家中心城市红色文化地标、全国一
流红色旅游目的地和特色教育基地、

“两江四岸”人文荟萃风貌带重要节
点。

具体来看，红岩公园将依托红岩
村、虎头岩进行建设，总占地面积50.5
万平方米，包括扩建红岩革命纪念馆配
套设施、新建重庆谈判纪念馆、开放《新
华日报》历史陈列馆，建设红岩干部学
院和红岩研究院，通过交通连接体系将
红色文化资源串联成线，使其与山环水

绕的自然风光、著名打卡点等文旅资源
完美融合，吸引世界各地游客来渝体验
都市红色精品旅游，助力重庆建设世界
知名旅游目的地。

红岩公园首期项目及具体工作任
务包括：改造红岩革命纪念馆入口广场
及周边环境；挂牌红岩干部学院；开放
《新华日报》历史陈列馆；修缮红岩革命
文物遗址；发布“红色三岩”精品旅游
线；举办“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学
术研讨会等。这些项目有望在2021年
7月1日前完成。

重庆将整合“红色三岩”革命遗址建红岩公园
包括扩建红岩革命纪念馆配套设施、新建重庆谈判纪念馆、开放《新华日报》历史陈列馆等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李丰耘）10月12日，渝怀铁路二
线全线控制性工程黄草隧道顺利贯
通。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这是全线最后一个
贯通的隧道，为全线建成通车打下了坚
实基础。

黄草隧道位于武隆区黄草乡和彭
水县高谷镇境内，全长7136米，隧道最
大埋深约为736米，设计速度120公

里/小时，为客货共线单线铁路隧道。
渝怀铁路二线是在单线旁边增建

第二线，全长约600公里，为国家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重要建设项目，在重庆
枢纽与成渝、襄渝、渝黔铁路相通，向

东南在怀化与焦柳、沪昆铁路相连，是
西南地区与中南、华南、华东地区客货
交流的便捷通道。建成通车后，将有
效缓解川渝地区东出铁路对外能力的
紧张状况，对于完善西南铁路网布局、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目前，渝怀铁路二线建设各项工作
按计划有序推进，全线力争年内建成
通车。

渝怀铁路二线最后一个隧道贯通
全线力争年内建成通车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讯
员 吴廷贵）10 月 12 日，城开高速
双河口隧道实现了双线贯通。这也
是城开高速全线首个贯通的长隧
道，重庆离“县县通高速”目标又近
了一步。

双河口隧道位于开州区满月镇，隧
道分左右两线，左线长2936米，右线长
2984米，最大埋深480米，由中铁十一
局承建。

该隧道为全线重难点、高风险工
程。为确保隧道安全开挖，项目部
采用地质雷达探测、超前地质预报、
多功能地质钻机、车载式湿喷机械
手、TSP隧道地震波探测仪、全智能

监控系统等先进工装设备，构筑起
“科技+人工”的全方位安全防护屏
障。

城开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G69
银（川）百（色）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全长128公里，2022年有望全线建
成通车。届时，驾车从城口城区到开州
城区，将由现在的4个小时缩短到1个
小时左右，重庆市也将实现“县县通高
速”的目标。

城开高速全线首个长隧道贯通
全线有望2022年建成通车，重庆届时将实现“县县通高速”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通讯
员 肖雨）10月12日晚，全市区县“晒
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大型文旅推介
活动九龙坡专场直播精彩亮相。通过
运用混合现实直播技术，九龙坡区长刘
小强跨时空穿越到高精度还原的周贡
植故居、166导弹驱逐舰、地心九龙矿
洞主题公园等场景，逐一解锁“九龙九
景”，带领网友“画说九龙坡——共享我
们的城市”。直播活动在11个网络平
台吸引3700多万人次观看，5900余万
人次为九龙坡“双晒”点赞。

直播中，刘小强穿过城市地标九龙
门，来到虚拟直播大厅；推介时间里，刘
小强邀请四川美术学院的“画家团”将

“九龙九景”——英雄故居、大城中梁、
华岩禅林、动物乐园、博物洞天、西彭铝
都、走马古镇、万象商汇和美术半岛绘
制成画，并通过VRC分享9名画家对

“九景”的解读和感受。
在“区长晒精品”8分钟宣传视频

中，刘小强与九龙坡区所有副区长组成
“区长团”集体出镜，向网友发出“请共
享我们的城市”的邀请。

此外，本报刊发的“区县文旅精品
荟·九龙坡篇”以“画说九龙坡”为主题，
共有8个整版，展示了“九龙九景”及其
故事，以及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创
作的《辉耀九龙》，并刊登了“让我们的
未来画未来——畅想我们的2050”少
儿绘画大赛一等奖作品。

“九龙坡宜居宜业宜游，‘双晒’活
动让我对她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是一
座既有文艺范儿、又有烟火气息的城
市，生活工作在这里，我感到很骄傲。”
华润24城业主魏湘玉说。

九龙坡区文旅委负责人表示，还
没有看够“九龙九景”的网友，可以在

九龙坡云上文旅馆“游—九龙九景”
版块，通过VR、3D建模、视频、动画
等方式，足不出户“云游”九龙九景，
领略九龙坡的独特魅力。此外，云上
文旅馆还设有“购—九龙文创”版块，
网友们可以轻松选购九龙坡的特色
文旅精品。

“既有文艺范，又有烟火气息”

九龙坡“双晒”解锁九龙九景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通讯
员 肖雨）10月13日，在重庆日报《画
说九龙坡》限量版发行暨印版捐赠仪式
上，重庆日报总编辑张永才代表重庆日
报向九龙坡区赠送了《画说九龙坡》特
刊印版。

10月 13日，《重庆日报》刊发的
“区县文旅精品荟·九龙坡篇”以“画说
九龙坡”为主题，共有8个整版。除封
面版外，二版展示了九龙九景，三、六通
版展示了9位画家创作的9幅画作，

四、五通版展示了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
茂琨创作的《辉耀九龙》，七版则刊登了

“让我们的未来画未来——畅想我们的
2050”少儿绘画大赛一等奖作品，八版
对画家们创作“九龙九景”的故事进行
了讲述。

此次《画说九龙坡》特刊除随《重
庆日报》发行外，还用特种纸加印了
15000份。其中，有9999份被制作成
限量版特刊，不仅全部有编号，而且还
加盖有画家庞茂琨的艺术鲜章，有独

立的包装袋，是一份散发着艺术芳香、
有一定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的“文创产
品”。

张永才表示，《画说九龙坡》特刊的
印发，既是重庆日报一次大胆创新和尝
试，也是借九龙坡在这次“双晒”中的独
特创意，把全市“双晒”活动推向一个新
的高潮。

九龙坡区长刘小强表示，重庆日报
赠送的《画说九龙坡》特刊印版将由重
庆巴人博物馆永久收藏。

重庆日报向九龙坡赠送《画说九龙坡》印版 □本报记者 左黎韵

“阿姨，我疫情期间没有认真上网
课，现在学习越来越吃力，感觉很沮
丧……”10月13日，重庆市大渡口区
希望心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么周
力对一名打入热线电话的未成年人进
行心理辅导。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时
期，如何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
提高个体心理免疫力，避免因误工、误
学引发的焦躁情绪成为幺周力的工作
重心。

么周力值守的希望热线是我市
开展疫情防控心理疏导志愿服务的
主要渠道。疫情暴发后，她第一时间
招募了130余名心理辅导专业人士，
通过“线上、线下”模式对各个群体进
行心理疏导，用专业知识构筑起全民
心理防线。

“我怀疑自己感染了，焦虑得整夜
失眠怎么办？”“我是密切接触者，隔离
在家，感觉很孤独，我会失去朋友和家
人吗？”希望热线24小时开通，疫情期
间，么周力和志愿者们每天都会接到上
百条这样的求助信息，他们轮流值班，
通过语音、视频与求助者交流谈心，帮
他们走出阴霾，重拾信心。“倾听、共情、
引导积极情绪是我们开展心理疏导的

主要步骤，每晚11点到次日凌晨5点
是热线接听高峰期，熬夜也就成了家常
便饭。”么周力说。

大年三十晚上，服务中心就接到1
个特殊的求助电话，来电者正驾车返回
武汉，彼时武汉已经封城，他被滞留在
高速路服务区内，情绪几近崩溃。“我们
引导他畅所欲言，将负面情绪宣泄出
来，并试着从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再加
以开导，在1个多小时的通话中，我们
产生了共鸣，一起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
路历程。”么周力说。

除了线上疏导，么周力还冒着被感
染的风险走街串户，对被极端情绪影响
的患者开展入户救助。春节期间，大渡
口区一位七旬老人因隔离在家，出现严
重抑郁，么周力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鼓
励老人，最终走出低谷。

据了解，在长达 3100 小时的值
守时间里，么周力带领志愿者开展心
理疏导培训、心理督导服务 180 余
次、心理危机干预60余次、排除心理
问题300余个，开展线下危机干预10
余次，惠及2.1万名群众。“情绪往往
是压倒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我
的职责就是做好心灵的‘摆渡者’，让
更多人放下心理包袱，从容战‘疫’。”
么周力说。

大渡口希望心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么周力：

“我的职责就是做好心灵的‘摆渡者’”

□本报记者 王丽

“零病例不等于零风险，一定要让
大家继续保持‘一米线’、勤洗手、公筷
制等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10月
13日，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呼吸
道和新发传染病防治科科长宿昆在电
话里反复叮嘱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一定提醒大家认真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

时间回到1月24日，除夕，市疾控
中心突然接到报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确诊3例新冠肺炎病例，但是感染来源
和感染场所不明，请求市疾控中心技术
支持。

当天傍晚，宿昆带队赶赴石柱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他们发现，在这3例
病例中，首例病例是超市服务员，第二
例和第三例病例是夫妻，3人都是本地
人，发病前14天没去过疫情地区，并
且超市服务员和夫妻病例没有任何交
集。

他们究竟是怎么被感染的呢？感
染源又在哪里呢？

宿昆带领其他流行病学调查人
员对3人进行了深入调查。经过两天
两夜的调查，他们对收集到的 1000
多条线索进行逐一分析、排查，最终
锁定了一名 25岁、从武汉打工返回
重庆的男子。前面两个病例曾与该
男子一起吃过饭、打过牌，有密切接
触。

随后，他们对这名男子进行采样。
果然，其核酸检测显示为阳性——该男
子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宿昆及其团
队进而调查发现，他曾经去过首例病例
工作的超市。他们之间的传播链条被
逐一摸清。

经过证实，这是重庆发现的首例无
症状感染者，也是全国无症状感染者发
现的早期案例。

如今，宿昆依然奋战在抗疫一线，
已先后走访了重庆14个区县，行程超
过1万公里。

当下，针对秋冬季疫情防控，市卫
健委部署了秋冬季疫情防控相关工
作。“我将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回报大家
的信任。”宿昆说。

市疾控中心呼吸道和新发传染病防治科科长宿昆：

发现重庆首例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记者 龙丹梅

9月8日，刚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参
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回
家的吴平，特意穿着参加表彰大会时的
衣服，和90岁的老母亲合了张影。镜
头前，老母亲咧嘴笑得十分开心。

吴平是黔江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
主任。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他瞒着老母亲第一时间向医院递交了
进入新冠集中救治病区的“请战书”，从
此奋战在抗疫第一线。这一次，荣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的
他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母亲的
歉疚之情。

黔江中心医院是全市4个新冠肺
炎集中救治医院之一。“当时说不怕肯
定是假的，但我是党员，我必须上！”
已有 29 年党龄的吴平瞒着 90 岁的
母亲，抛下刚做完手术不久的妻子和
17岁的儿子，冲上了“一线”。病区根
据救治工作的需要设置了发热门诊、
疑似病区和确诊病区，他又主动要求
去最危险的确诊病区工作。在他的感
召下，科室的医务人员纷纷“请战”，并
成立临时党支部，推选吴平任党支部

书记，带领19名党员日夜奋战在抗疫
一线。

当时，治疗新冠肺炎并无特效药，
为了准确掌握每一个患者的身体状况，
他每天都带领团队整理患者当天的病
历资料，分析病情发展趋势，记录下每
个病人每天的症状、体征等20多组指
标，根据不断更新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及对新冠病毒知识的进一步理解，确定
患者临床分型及处理方案等。为了更
好地跟踪患者病情，他和团队还增加了
对病人营养、微生物菌群的调节、心理
疏导、康复训练等指标。

“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针对病
人比较消沉的精神状态，吴平常发一
些有趣的视频给患者，还及时对患者
进行心理疏导，一来二往，患者成为了
他的朋友。3月6日，黔江区最后一例
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院后，他又带着全
科医学科同事全面接管发热门诊工作，
负责发热病人以及有呼吸道症状患者
的诊治，同时还负责对居家隔离患者的
核酸采样、指导社区防控、片区排查等
工作，做到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确保了黔江区抗疫工作的平安
有序。

黔江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吴平：

第一时间写下“请战书”

10月12日，车辆行驶在万盛经开区
黑山谷大道上，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生态
美景一路相伴。

近年来，万盛经开区坚持公路建
设与生态保护并重，“四好农村路”连
接20余个乡村旅游景点，实现路与路、

路与景、景与景的无缝衔接。目前，当
地已建设产业路 85 公里、旅游路 200
公里、扶贫路 150 公里，开通公交线路
52条。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万盛：一路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