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日花园”两江园以“山水之境、
智慧之城”为设计理念，针对重庆独有
的自然风貌和气候特征，将智能技术、
家庭园艺、创新农艺等元素相融合，展
示未来城市公园建设中自然、艺术、科
技的多元融合。

两江园的主体是一座多面三角菱形
的玻璃展廊，四周布置的是以多肉植物
和沙漠植物为主的花境，它和线条硬朗

的玻璃展廊形成颇有韵味的反差。此
外，这里还设置了感应雾化门、感应向日
葵、蹦蹦泉，以及划船机、动感单车等运
动设施，充满了未来感和科技感。

走进花园，观众可以感受到无处不
在的智慧科技。例如，庭院植物全部由

智能设备控温控湿，可以智能喷灌；行人
走动，身边四周会出现鸟鸣和水声；智能
机器人会向游人提供咖啡；当有人靠近
感应花卉时，花朵会自动绽放；在声音邮
局，观众可以通过二维码及声音把祝福
发送给远方的朋友。

展示未来城市公园的多元融合

“明日花园”江北园包括“家庭疗愈”
和“社区共生”两部分。其中，疗愈花园
通过亲子花园、康养花园、静思花园、亲
情花园四大场景，描绘出一幅关于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东方人居哲学”画卷。

设计师介绍，疗愈花园的创作是基于
中国传统的多代同堂、多代共享理念，把
国际前沿疗愈技术“五感疗法”应用到居
家花园场景。所谓五感，即视觉、触觉、嗅

觉、听觉、味觉。通过这样一个项目，设计
师试图探讨人类健康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共生花园则是直面人际关系疏离等
城市病，创造出一个社区友好型城市绿
地。设计师介绍，共生花园的设计意图，是
为了鼓励人们走向户外，参与到社区花园

的共建、共维、共享中来，进而有效提升
人们对于城市家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搭建共生花园的原材料，也表达了
生态、绿色、环保等理念。城市拆建过程
中的各种废弃构件如浴缸、马桶、面盆
等，在这里都被当做了种植容器。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卷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李白通过这样的诗句，将个人置于
大山大水以及流逝的时空中，营造出飘
渺广阔的三峡意境。用现代建筑表达古
诗意境，由清华大学教授朱育帆设计的

“大师花园”轻舟已过，由此而来。
轻舟已过的主体建筑，是一座金属

材料搭建的山，高 8 米，尽显三峡险
峻。山顶上有流水，流水从“山间峡谷”
飞流直下。观众在水底穿过时，就像在
深山峡谷漫步。结束“三峡水底”之旅
后，游客还可以在花园外环行，欣赏白

鹤梁文物碑刻，领悟先民与水共生的智
慧。

同时，轻舟已过花园中还摆放有
1262个装有植物、陆生动物、水生动物
等三峡自然物种基因的漂流瓶。据悉，
前期调研中，设计团队发现，由于独特的
地理条件，三峡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动植
物资源。为了唤起人们对生态保护的关
注，设计师最终决定选取部分代表性物

种予以展示。
朱育帆认为，重庆从古至今都呈现

出“山—水—城”交融相生的大地理格
局，而三峡则是这大山大水地理格局的
缩影。选择以三峡作为花园设计的灵
感来源，并通过钢格栅模拟三峡地貌形
态，营造怀乡色彩的空间体验，目的是
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来阐释环境保
护的主题。

营造出飘渺广阔的三峡意境

由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王向
荣设计的“大师花园”云山，将为观众呈
现出一座云雾缭绕、层层叠叠、神秘莫测
的花园。

设计师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
山不是云”的古诗中获取创意灵感，通过
变幻莫测、朦朦胧胧的巫山及云海，来抽
象地表达巴渝魔幻山水之城，花园也由
此命名为云山。

本届城市花博会体现生态、绿色和
可持续理念，要求花园搭建不能破坏园
博园原有基底。接到“命题作文”后，王

向荣团队从一开始就按照装配式花园来
进行设计，并选择金属网作为花园建造
的主体材料。这种材料廉价、轻盈、可回
收，用它来塑造空间，既能起到分隔的作
用，又通透明亮，给人更佳的空间视觉效
果。其余材料也都能通过组装的方式安
装，方便搭建和拆除，且不会损坏花园基
址的地表。花园中的植物也全部选用容
器苗，展览结束后可全部回收。

除了生态、绿色，云山还特别注重挖
掘文化内涵，用简单的方法构建出丰富
的、诗意的空间，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生态景观。例如，花园中，水流穿过繁茂
的植物群落，创造出一座梦幻般的“云
山”。这种抽象的手法再现了自然界中蜿
蜒的山水云雾，象征着巴渝地区的自然地
理和气候现象。漫步在“山水云雾”中，观
众能欣赏到天光云影及蜿蜒的“山水”。

云雾中展示巴渝魔幻山水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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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栗园园

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人员流动复杂……年初，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阶段，地处垫江县老城区核心地带的桂溪街道面对的是一场“大
考”。为确保辖区内零确诊、零输入、零传播，桂溪街道党工委委员、
政法书记曾全胜戴着腰部护具在一线坚守70余天。

“我们街道地处老城区，面积占县城一半以上，常住人口14万，
疫情防控难度大，不容有失。”10月12日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分管街道卫生健康工作的曾全胜说。

1月23日，街道的疫情防控工作动员会一结束，曾全胜不顾自
己腰椎骨结核病的毛病，一头扎进防控工作中，张贴防疫宣传资料、
入户排查、筹措防疫物资……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他几乎过上了以
办公室为家的生活，白天戴着腰部护具走街串巷入户排查，晚上伏案
挑灯夜战，梳理分析数据。

在最开始的排查返乡人员工作中，个别社区工作人员存在恐惧
心理，曾全胜冲锋在前，率先垂范。1月29日，松林社区一个体诊所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诊了一名来自其他乡镇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人，
密切接触者达十多人。得知情况后，曾全胜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安排
小区隔离事宜。2月26日，田坝社区一居民从韩国返家，不愿去集
中隔离，曾全胜带着社区干部一起登门劝说，最终说服对方……

在疫情防控一级、二级响应期间，曾全胜先后对540名从湖北返
垫人员，360名密切接触者、疑似人员、无症状感染者和35名境外返
垫人员，一一进行家访，安排隔离相关事宜。

4月10日，劳累70多天后，曾全胜的腰椎骨结核病又犯了，住进
了医院。但他仍然坚持上午输液，下午工作。同事们劝他以身体为
重，他却说：“疫情形势虽然有所缓解，但我们还是不能有丝毫懈怠。”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病情已有所缓解的曾全胜，每天依旧戴着
腰部护具穿梭在大街小巷，持续开展排查工作。他说：“不坚持到疫
情防控取得全胜，就对不起父母给我取的这个名字！”

垫江县桂溪街道党工委委员、政法书记曾全胜：

戴着腰部护具坚守一线70余天
确保街道零确诊零输入零传播

□本报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向姝姝

42岁的范乔娟是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科园一路社区第四网格
的网格员，同时兼任第三、四网格的网格长，是一个扎根基层13余年
的社区工作者。

今年1月23日，因春节值守社区，已十年未和父母团年的范乔
娟，与丈夫和孩子一起回到了四川南充老家。1月25日，得知九龙
坡区有3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范乔娟当晚就告别家人赶回重庆，
一头扎进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

范乔娟负责的科园一路社区地处石桥铺商圈核心地段，经济体
量大、居民构成复杂、老旧小区多，更有长途汽车站和数个商场，人员
流动量大。她的首要任务就是排查陈家坪长途汽车站和16家酒店
招待所是否有前期离鄂到渝人员，做好隔离防范工作，配合督促辖区
17个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为尽快掌握信息，范乔娟和同事到车站查订票记录、调取监控追
踪，没有电梯的小区，她就爬楼宣传、入户登记，两天入户排查210户
居民，摸排出5名重点地区返渝人员。

在排查过程中，她还自制入户排查表，把每栋楼每一户的情况记
录在册，并建议社区借助“老杨群工”服务和纽带作用，发动居民代
表、楼栋长建立小区、楼栋微信群21个，群众有需求5分钟内予以答
复，尽可能30分钟内解决落实。

“要让封闭管理不失守，说服那些习惯每天出门逛一圈的老人们
宅在家也很关键。”范乔娟说。给辖区老人打电话、聊微信“云签到”，
成了她在那段时间每天的规定动作。为让老人们无后顾之忧地宅在
家里，她和同事们还定期上门送菜送药，疫情期间累计为网格居民送
菜送药1300多人次，协调解决口罩、停水停电、生活出行、宠物无人
照看等群众急事难事500余项。

时刻将社区居民的安危挂在心头的范乔娟，却向所有人隐瞒了
母亲病危的消息，错过了与母亲的最后一面。她把对母亲和家人的
歉疚，都写进了日记本，“这场疫情阻击战，成为我人生中不可磨灭
的经历，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在妈妈病危的最后一刻陪在她身旁，
这也将成为我永远的痛。我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也是疫情
面前群众的第一道‘防火墙’，为了辖区那一片岁月静好，我愿意负
重前行……”

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科园一路社区网格员范乔娟：

疫情期间送菜送药1300多人次
协调解决群众急难事500余项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社区防控是战疫的重要阵地。从大年三
十开始，本已订好去海南机票的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党委书
记余建，和其他社区工作者一道，为居民牢牢守住疫情防控的“最后
一米”，筑起社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铜墙铁壁。

大年三十晚上，余建带领同事们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战斗，“那时候
物资设备不够，我们就自己凑。”余建说，大家套上浴帽、戴上口罩、披
上雨衣、穿上鞋套，就这样简单自制了防护装备，连夜开始防控工作。

南湖社区共6464户、22173人、16个网格，余建带领15名社区
干部和网格员，每天挨家挨户敲门登记、叮嘱督促，展开了6轮地毯
式网格化排查。右手关节敲肿了，就换左手敲，几天下来，每一次敲
门手都痛。老旧小区没有电梯，上楼下楼每天至少都是三万步以上，
她常是微信群里的“运动冠军”。

刚开始宣传排查时，不少居民恐慌，不愿给她开门，还有人说她
每天走遍社区角角落落，是最大的交叉感染隐患。每次敲开门，她都
主动站得远远的，隔着口罩扯着嗓子询问居民情况。

南湖社区是典型的老旧散小区，没有物管、人员复杂、流动性大、
出入口多，封闭管理相当困难。“我们连夜绘制了社区巷道路线图。”
余建介绍，那时正值春节放假期间，工人都放假回家了，施工材料也
买不到，社区就发动党员、志愿者把家里的木板、铁丝网等拿出来，在
社区设置了一道道关卡。就是在这些简陋的关卡上，余建和同事们、
志愿者足足守了三个月。

同时，南湖社区在辖区重点防控区域启动“沃居神眼”行动，加装
监控20个，做到24小时全程监管，智能示警，确保实时掌握防疫卡
口工作执行情况。她的这一创新做法后来在南岸全区推广，为社区
防控提供了科技支撑。

随着排查工作的深入推进，余建的付出得到越来越多居民的理
解。居家隔离272人、密切接触者8人、重点地区返回412人，通过
宣传发动、入户摸底、电话排查等方式，南湖社区排查做到了不漏一
处、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党委书记余建：

在重点区域加装监控24小时监管
创新做法在南岸全区得到推广

10月20日，第三届城市花博会将在重庆园博园开幕。本届城市花博会共设置“大师花园”“明日花园”

“山城家园”“双城和鸣”“美丽乡村”“匠心楼阁”“花之穹顶”“花样生活”八大主题展示板块。

其中，“大师花园”“明日花园”是啥模样？重庆日报记者为你提前打探。

□本报记者 张亦筑

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高原，海拔高、晴
夜数多、视宁度好、空气干燥、夜天光暗，是
天文学界公认的地面天文观测最佳地点。
2016年，中国与智利签订合作协议，在智
利建设面积达25平方公里的天文观测基
地。这也是继南极站后，中国又一个海外
天文观测基地。

2018年5月，34岁的马晓燠由于在地
基大口径光电望远镜研发上取得多项突破
性成果，刚被破格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光电
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和博导，又被选派到智
利，出任中科院南美天文中心主任助理。

在智利，他参与了“南天施密特望远镜

超大视场巡天”的筹备与研发工作，这也是
中国天文有史以来发展的首个以中国为主
的南天大型观测项目。

单光子探测技术代表光信号探测能力
的物理极限，是世界各国研究和竞争的热
点领域，也是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
重点领域。马晓燠在开展国内最先进的光
电望远镜跟踪系统研制时，也碰到了这个
难题，他迎难而上，完成了自主可控的光子
相机研发。结合他在望远镜跟踪技术上的
创新，最终使我国望远镜的跟踪精度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而单光子探测技术远不止在光电望远

镜上应用，随着与化学、生命科学、信息科
学、材料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日渐广泛和
深入，这项技术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不过，我国单光子探测技术还处于实
验室阶段，市场主要由日本、德国和美国的
产品占领，部分尖端核心产品对我国还有
限制，严重影响了我国在弱光产业领域的
发展。为此，不光是着眼于“天”，马晓燠也
很接“地”气地开展了单光子探测技术产业
化工作，希望能够打破这一局面。

马晓燠带领团队成立了中科院光电所
首个产业化公司——重庆连芯光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并入驻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

技术研究院江北育成基地，对已掌握的单
光子探测技术从芯片研发到整机装调的科
技成果实施产业化。

仅仅经过一年多，连芯光电就为天文观
测、量子操控、高能物理、国防军工等领域的
多个国家重大项目提供了自主可控的核心
技术支持。同时，该公司相关技术也得到国
际同行的认可，并在重庆市科技局和江北区
科技局的支持下，承办了重庆市首届量子与
光电国际合作会议，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奠
定了基础。2019年，连芯光电获得“创客中
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二等奖和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一等奖等殊荣。

重庆连芯光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晓燠：

创新望远镜跟踪技术 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故事

记者打探“大师花园”“明日花园”

赏魔幻之城飘渺三峡
看人居哲学未来科技

中国（重庆）第三届长江上游城
市花卉艺术博览会将于 10 月 20 日至
29 日在重庆园博园举行。本届城市
花博会预计展区面积 4.8 万平方米，
总观赏面积突破 100 万平方米，较之
往届规模更大、景观更美、配套更
齐、品质更佳、体验更优。为记录这
场花的盛宴，展现市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展示重庆美丽山水城市形
象，组委会决定在城市花博会召开
期间，举办“幸福像花儿一样”第三
届“花博会”全民美拍活动，欢迎广
大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及市民参与。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重庆）第三届

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博览会组委
会

承办单位：重庆日报·视觉重庆
二、征稿时间
2020年10月20日至11月1日
三、参与须知
⑴投稿作品需以花为主题，参与者

可根据“幸福像花儿一样”主题进行创
作。

⑵本次活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
集，相机、手机拍摄的作品均可参加。
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
者，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
作权，投送作品必须是 2020 年拍摄的
作品。

⑶投送作品为JEPG格式，不小于
3M。每件作品需按照“作品名称+拍
摄时间地点+作者姓名+手机号码”标
注命名，需附简短文字说明。

⑷主办方有权在非商业用途的相
关宣传推广活动中使用投稿作品，并
不再另付稿酬。

⑸凡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本征稿
启事之所有规定。

⑹本征稿启事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
位。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3000元
二等奖2名：2000元
三等奖3名：1000元
优秀奖20名：300元
五、评选方式
本次美拍活动评委由主办单位相

关负责人和市内摄影专家担任。获奖
作品将在重庆日报及重庆日报App上
公布并展示。

投稿邮箱：cqrbvision@163.com
联系电话：（023）63907227

“幸福像花儿一样”

第三届“花博会”
全民美拍活动征稿启事

大师花园

江北园

□本报记者 吴刚

明日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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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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