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校结百村·艺术美乡村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将当地传说故事融入壁画创
作；用200多平方米的巨幅壁画展
现脆李及柑橘等特色产业……在巫
山县曲尺乡柑园村，四川美术学院
的师生们在“十校结百村·艺术美乡
村”活动中，用手中的画笔创作了一
幅幅艺术作品，用艺术助力乡村振
兴，助推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3
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

柑园村距离巫山县城有100多
公里，幅员面积12平方公里，是位
于长江边的村落，也是轮船途径巫
峡时的停靠点。该村先后获得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等称号。由于气候湿润、雨量充
沛，这里盛产脆李和柑橘，全村种植
脆李约2800亩，柑橘约1800亩，去
年全村水果产业的产值达到6300
余万元。

如何进一步提档升级柑园村的
文化品质和内涵？去年，市委宣传
部、市教委联合启动“十校结百村·艺
术美乡村”活动，川美公共艺术学院
结对帮扶柑园村，围绕这个问题，师
生们动起了脑筋。

从去年暑假开始，川美公共艺术
学院的老师带领壁画专业大三、大四
的学生，数次来到柑园村调研，了解
村里的地理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布
局等情况。最后，师生选定村里的码

头作为重点打造的对象。“码头位于
长江边，轮船经停时，游客们会看见
醒目的文化标志。”川美带队老师刘
凯介绍。

师生们选定了码头附近的500
平方米的挡墙进行创作。40余名师
生分成5个组，每个组对各自负责的
挡墙，分别提出3种不同的设计方
案，在征求村委会、村民的意见后确
定最终方案。

去年底，师生们开始进行创作。
由于创作面积巨大，每个组又分成若
个小组负责不同板块的创作。“先把
墙壁平整、上底色、画框架；然后构
图、造型、上色……”参与创作的学生
孙心宇告诉记者，大家连日连夜创作
了好几天，才最终完成这5幅巨型壁
画。

其中，最大的一幅壁画面积达
200多平方米，表现柑园村的果园风
光，以及脆李和甜橙丰收的景象。其
余4幅壁画，分别以柑园村的地理风
貌、当地传说故事等为主题进行创
作。

这些巨型的壁画色调鲜艳，富
有想象力，成为了柑园村独特的文
化标志。“游客们下了船，都会在壁
画前合影拍照。”柑园村党支部书记
徐培涛告诉记者，村里目前正在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业，这壁画
就是柑园村的形象广告，带来了人
气，提升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品质，
村干部也非常骄傲地在朋友圈用
这些壁画打广告：“‘幸福树’载满
村，‘金果果‘缀满枝！欢迎大家
来做客！”

川美师生用艺术助力乡村振兴

500平方米巨型壁画
展现柑园村风光

川美用巨型壁画展现巫山柑园村特色农产业。 （川美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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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琪奥

3 月 18日，重庆女子半程马拉松
（以下简称重庆女子半马）组委会发布消
息，该赛事与成都马拉松、西安马拉松一
起被世界田联评为精英标牌赛事。这也
是该赛事在去年获评世界田联铜标赛事
后，再次获得殊荣。

重庆女子半马由中国田径协会、重
庆市体育局、南岸区人民政府主办，由重
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华龙网集团等承
办，自2015年开赛以来就备受关注，当
年即被中国田协破格吸收为马拉松委员
会会员，2016年升级为中国田协铜牌赛
事，2019年升级为金牌赛事，2020年被
世界田联评为铜标赛事。如今，随着重
庆女子半马被世界田联评为精英标牌赛
事，意味着该赛事拥有了冲击世界田联
金标赛事的资格。

随着女子半马获评精英标牌赛事，
也标志着我市马拉松进入到全面复苏阶
段。从即日起到4月下旬，重庆将举办
包括铜梁原乡风情马拉松、2021重庆垫
江牡丹半程马拉松、大足环龙水湖半程
马拉松等多项马拉松赛事。

那么，重庆女子半马为何会赢得世
界田联的青睐？多项马拉松赛事扎堆举
行，对重庆又有怎样的影响？重庆日报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主打差异化
异军突起的重庆女子半马

“拿到精英标牌赛事是国际田联
对‘重庆女子半马’的办赛组织、影响
力等方面的认可，这也符合我们对该
项赛事的预期。”18日上午，重庆女子
半马运营方、重庆开承体育总经理刘超
表示。

时间回到2015年10月26日，首届
重庆女子半马在南滨路鸣枪开跑，近
4000名跑者奔跑在南滨路上，成为当天
最靓丽的风景。“当初选择打造女子半
马，主要是参考了在欧美发达赛事中，女
性跑者参与中距离赛事的比例高于男性
这一依据。”刘超表示。

有了这一想法后，首届重庆女子半
马从立项到办赛，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
在各方努力下，第一届赛事顺利举行。
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刘建宏在看完整场女
子半程马拉松感慨，如果要办一场美女

云集的女子马拉松，全国乃至全世界，都
没有比重庆更合适的城市。

在此之后，重庆女子半马进入了发
展的快车道——2016年，重庆女子半马
首度发布完赛项链。之后，重庆女子半
马组委会又相继通过设立亲子组别、打
造颁奖盛典、开启最美合伙人计划、为全
组别选手配备计时芯片、推出“跑者服务
跑者”活动等方式，丰富赛事内涵。随着
配套活动增加的，还有重庆女子半马的
参赛人数。2019年，第五届重庆女子半
马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2万名女性
跑者参与。

“天道酬勤！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
重庆女子半马的申标之路都进行得相当
顺利。”刘超说，特别是2019年，国际田
联还专门派出考察团，了解重庆女子半
马是否能成为世界田联铜标赛事。“他们
被赛事热烈的气氛所感染，认为我们当
选铜标赛事实至名归。之后不久，重庆
女子半马也成为继名古屋女子马拉松、
大阪女子马拉松之后，第3个世界田联
标牌女子马拉松。”

厚积薄发
马拉松赛事提高城市影响力

为何重庆人对跑马如此热衷呢？“从
参赛者的角度来说，一方面现在市民参
与体育锻炼的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
长跑运动的门槛也降低了。”重庆师范大
学体育学院院长梁建平表示，以重庆女
子半马为例，当它被评为精英标牌赛事
后，众多普通参赛者就拥有了与全国乃
至全世界最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同场竞技
的机会，这种优越感是参加其他运动项
目难以得到的。

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也是助推“跑

马”热潮的一个重要因素。“重庆市体育
局、南岸区人民政府、重报集团，以及我
市各区县政府作为大型马拉松赛的主办
单位，是马拉松赛的主要发起者，也在赛
事发展过程中给予了公共资源开放、竞
赛专业指导、赛事宣传推广等方面的资
源保障。”刘超说。

“巨大的商业效益，也是现在马拉
松扎堆举行的重要元素。”重庆市体育
局副局长张欣说，随着重庆女子半马、
重庆国际马拉松等品牌赛事的涌现，重
庆的马拉松产业链已见雏形。“以重庆
女子半马为例，随着赞助商的不断加
入，如今的重庆女子半马参赛选手不仅
能获得完赛奖牌或项链，跑马装备也日
趋智能。”

一项马拉松赛事，需要 8 到 9 年
的时间去打造完备的自我造血的能
力。按照这个规律，重庆国际马拉
松、重庆女子半马等品牌马拉松的前
景将越来越好。2020 年的重庆女子
半马赛事规模有所减小，但依然吸引
了将近 20个赞助商参与其中。“随着
越来越多赞助商的加入，也将推动这
些赛事提档升级，也能进一步提升重
庆的城市品位与国际影响力。”刘超
说。

加速快跑
各马拉松赛事全面提档升级

“今年重庆女子半马将全面提档升
级。”刘超说，今年的重庆女子半马不仅
将全面按照国际田联金标赛事的标准打
造，还将进一步扩大赛事规模，以及外地
跑者比例。“不出意外，今年重庆女子半
马预计将吸引1.5万人参赛。未来三年
内，参加重庆女子半马的外地跑者比例

将达到一半。”
除了扩大赛事规模外，重庆女子半

马也不忘从细节着手，给予参赛选手更
好参赛体验。“比如，我们准备从提供给
参赛选手散热醒脑的降温海绵上做文
章，从材质和形状上对降温海绵进行升
级，让这块小小的方形海绵成为赛事纪
念品。”

除了重庆女子半马之外，包括大足
环龙水湖半程马拉松、垫江牡丹半程马
拉松、铜梁原乡风情马拉松等马拉松赛
事也没停下向前的脚步。例如，垫江半
程马拉松通过把富有地域特色的牡丹图
案融入选手的参赛服、奖牌设计之中，集
中展现垫江的地域特色；铜梁原乡风情
马拉松则推出了选手凭参赛号码布免费
游览玄天湖、黄桷门奇彩梦园、安居古城
等景点的活动。

“诸多马拉松赛事进入良性循环，无
疑为重庆进一步发展全民健身和促进体
旅融合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西南大学体
育学院院长黄晓灵建议，未来重庆可采
取“政府搭台、企业协会唱戏、市场化运
作”的方式，将马拉松元素纳入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的建设，助力地方经济转型升
级。利用马拉松运动项目+当地特色优
势，创建集训练体验功能、体育赛事功
能、健身休闲功能、产业孵化功能、旅游
及文化展示等多功能于一体，定位明确、
内容丰富、文化内涵鲜明的马拉松运动
产业新生态。

“任何赛事IP都有唤醒市场和等待
市场成熟的过程，要想让市场尽快成熟，
就必须对赛事不断地提档升级。”刘超
说，相信在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的大力
支持下，以重庆女子半马为代表的各项
马拉松赛事必将不断壮大，进而真正成
为重庆的城市名片。

重庆女子半马获评精英标牌赛事 近期多场马拉松比赛将扎堆举行

马拉松，重庆又一张新名片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挂牌出让重庆市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区组团B02分区01/01（A）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
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1〕5号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
土地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1年3月19日9时00分至2021年4月7

日17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重庆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南川区）（https://www.cqggzy.com/
nanchuanweb/）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1年4月7日16
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 -
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1年4月8日8时30分
至15时00分（工作时间）。地点为南川区公共资
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
2021年4月8日15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挂

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时间：2021年4月8日15时30分（如

有变动另行通知）。
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4月8日18时00分

挂牌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
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3月18日

编号

NC2021让
3-3-2

地块名称

重庆市中医
药科技产业
园区组团
B02分区
01/01（A）

地块

建设用地
面积（㎡）

123125
（约184.69亩）

规划指标要求

产业准入类别：农副食品加工业，固定投资强度39.33万元/亩，固
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普通工业项目
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目
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
不得大于项目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
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川
规资条件〔2021〕0004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二类
工业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183

起始价
（万元）

1183

本报讯 （记者 韩毅）三月的巴渝
大地色彩斑斓，落英缤纷。3月18日下
午，2021重庆春季旅游新闻发布会在垫
江县举行。我市围绕“这么近那么美
重庆人游重庆”主题，推出了近80处赏
花点、150余项春季文化旅游活动，满足
市民游客春游所需。

赏花游，一直是重庆春季旅游的最
大亮点。发布会上，市文化旅游委推出
了近80处赏花点，涵盖牡丹、郁金香、
玫瑰、樱花、油菜花、李花、梨花、桃花
等。

其中，赏牡丹、郁金香、樱花、芍药
等的市民可前往沙坪坝区太寺垭森林
公园、铜梁区西郊花语悠游谷·玫瑰岛、
垫江区恺之峰及牡丹樱花世界、南川金
佛山等景区景点；赏油菜花的市民可前
往南岸区广阳岛、潼南区崇龛镇陈抟故
里、石柱中益乡坪坝村等地。赏李花，
可去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渝北区统景
镇印盒李花生态旅游区、黔江区中塘
镇、彭水县岩东河坝村等地；赏郁金香，
可去长寿湖、垫江牡丹樱花世界、重庆
南山植物园、沙坪坝区太寺垭森林公园
等地。

据介绍，为了提高赏花游的体验感，
我市各区县还推出了150余项特色鲜明
的春季文化旅游主题活动，涵盖赏花踏
青游、民俗文化节、书画展等多种形式，
呈现民俗节庆活动精彩纷呈、区县特色
明显、旅游线路种类多、文体旅融合亮点
突出的特点。

如，垫江举办有第二十二届牡丹文
化节，包括牡丹文化采风、书香垫江阅读
推广等系列活动；合川举办有“春风十
里·花香合川”2021合川春季旅游节；涪

陵区举办有第七届梨花节；南川区举办
有金佛山杜鹃花节；梁平区举办有第九
届柚花节；潼南区举办有第十四届菜花
节等。此外，万盛经开区还举办有“三月

春来到，非遗进景区”活动；黔江区举办
有非遗暨老字号博览会；铜梁区举办有
中华龙狮大赛等民俗文化活动，给游客
带来趣味盎然的春游体验。

这么近那么美 重庆春季赏花游开启
近80处赏花点、150余项文旅活动等你来耍

全市赏花及

活动一览表

扫一扫

就看到

■3 月 18 日，重庆
女子半马被世界田联评
为精英标牌赛事

■随着重庆女子
半马、重庆国际马拉松
等品牌赛事的涌现，重
庆的马拉松产业链已见
雏形

■专家建议，未来
重庆可将马拉松元素纳
入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
建设，助力地方经济转
型升级

2020年11月8日，2020重庆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在南滨路鸣枪开跑。（资料图片）
记者 卢越 摄/视觉重庆

3月18日，江北区铁山坪森林公园，市民在樱花大道“打卡”拍照。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李珩）3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
获悉，为深化川渝两地卫生健康一
体化发展，今年将在渝西、川南地
区试点开展120一体化服务，2022
年逐步向其他毗邻市（区、县）推
开。

据了解，我市有13个区县与四
川省泸州市、遂宁市、内江市、广安
市、达州市、资阳市等地的17个区县
毗邻。

“泸县方洞镇，隆昌李市镇、渝

箭镇，就离我们很近。”荣昌区安富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运
平告诉记者，在该中心门诊数量中，
近20%来自上述3个镇。以方洞镇
为例，到安富街道车程仅 10 多分
钟，比到泸县更方便。不过，由于川
渝毗邻地区院前120急救信息尚未
实现互通，导致跨辖区120应急救
治无法实现联动。

为满足群众看病需求，重庆市、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已印发《统筹川渝
跨界毗邻地区120应急救援服务范
围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到2025
年，川渝跨界毗邻地区2小时应急救
援圈基本建成，基本实现毗邻地区
120一体化服务，两地120指挥调度
中心能够按照就近、就急、满足专业
需要、兼顾患者意愿的原则，调度
120车辆提供跨界院前急救服务，跨
地区居民院前急救服务需求基本得
到满足。

川渝跨界毗邻地区
携手打造2小时应急救援圈

到2025年基本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