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中国（重庆）国际机器人
及智能制造装备博览会在永川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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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6日 首届中国（重庆）国际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
博览会在永川区开幕。此次博览会以“聚焦智能制造、助推产业升级”为
主题，共有来自德国、瑞士、日本、意大利等国的130余家境内外知名机
器人和高端智能装备企业参展。博览会旨在打造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
业的“技术展示高地和供需对接平台”，自2015年起，每年在永川举办一
次。该博览会的举办，为重庆打造富有竞争力的机器人和智能装
备产业基地，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等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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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南岸区黄桷垭老街：

每年有30万人次来此游览

从川美到黄桷垭老街，公共交通需
要近两个小时，全程要坐28个轨道站，
还要换乘一次公交车。川美学生田乙余
每个月都要走一次，只为去写生。为啥
选择黄桷垭老街？田乙余的回答是：这
里充满了历史和文化的气息。

的确如此，黄桷垭老街历史底蕴深
厚。这条老街与黄葛古道相连，是旧时
重庆出城的大道。官府在此设立驿站、
驻扎兵营，背夫在此歇脚，人来人往，商
贾云集，至明清，其繁华达到鼎盛。抗战
时期，黄桷垭老街居住了很多文人学士、
爱国志士。60多年前，随着新兴交通工
具的兴起，这条老街逐渐冷清、老旧。

“放眼望去，是狭窄的街道、纵横的
电线、杂乱的晾衣杆。老街房子多为木
质结构，年久失修，居住环境较差，既存
在安全隐患又不美观。”黄桷垭老街一名
当地居民这样描述改造前的情形。

这里被列入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后，南岸区提出，不仅要修缮楼房、
刷新外观，还要让这条千年老街再现历
史文化风貌，焕发新生。

2019年，经过改造升级，黄桷垭老
街重新对外开放。一期项目共改造175
栋房屋，在充分遵循历史风貌的基础上，
致力呈现“一栋一景观、一栋一特色”老
街味道。

同时，为了还原历史文化，一期工程
中，黄桷垭老街修缮了包括李奎安故居、
云南商会馆、大夏驿站、张京营寨等15
处具有历史故事、人物、场景的建筑。

三毛故居是最知名的一个建筑。它
位于黄桷垭老街背街，是一栋修缮如旧
的小木屋。这里是作家三毛的出生地，
曾住着三毛及其父母、姐姐，以及伯父一
家人，三毛在这里生活了3年。

如今，三毛故居已成为黄桷垭老街
最知名的“打卡点”，不少三毛书迷更不
远千里而来。黄桷垭老街改造项目相关
负责人称，到老街的游客中，8成都会去

三毛故居参观。
据统计，黄桷垭老街开放以来，每年

游览、参观人次约30万左右。周末与节
假日，这里是众多游客市民的“打卡点”，
千年古街再现曾经繁华盛景。

渝中区张家花园192号：

曾经脏乱差 如今书香袭人

渝中区图书馆有一个分馆，位于张
家花园192号，名为人和书院。这里有
4000余册图书，还配有投影仪、音响、茶
水间、厕所等设施设备。“现在天气好，经
常会看到背包客在院子里参观拍照。”渝
中区相关负责人说。

张家花园192号是由6栋单元楼构
成的院落，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因为
缺乏统一管理，院落设施设备老化，地
面、墙面大面积破损，休闲座椅更是“缺
胳膊少腿”。同时，因为部分居民公德意
识淡薄，乱倒垃圾、违搭建筑，让院落拥
挤凌乱。这里一度是大溪沟片区脏乱差
最突出的地方之一。

2019年，渝中区启动社区人居环境
“微整治”，张家花园192号被纳入。“改
造不能只改面子，还要想办法提升居民
的精气神，并引导他们遵守公德。”大溪
沟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渝中区的做法
是挖掘和弘扬张家花园192号的历史文
化——

张家花园192号周边，有作为中国
民主党派的发祥地之一的“良庄”；有建
造于1936年的巴蜀学校校门遗址；有重
庆最早的中共党组织诞生地——“中法
学校”旧址；还有茅盾、老舍等作家曾集
会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遗址。而
巴蜀中学、人和街小学、市设计院等文化
单位，进一步丰盈了张家花园192号的
文化气息。

由此，渝中区以“耕读文化”为突破
口，在整治小区的同时，将牛角挂书、悬梁
刺股、凿壁借光、闻鸡起舞、圆木警枕、磨
杵成针等典故绘成画，刷在院落墙上。

这些画，引得人们驻足观望、津津乐道。
同时，作为打造耕读文化的重要部

分，渝中区投资40多万元，将院落中闲
置的房屋进行改造，建成了如今的人和
书院。借助这个书院，街道开展阅读、书
画展、诗歌会等艺术交流活动，已吸引辖
区单位干部职工5000余人次参与。

大溪沟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
院落的居民打牌的少了，看书的多了，乱
丢垃圾的习惯也改掉了，曾经的脏乱差
老街，变成了闹中取静的旅游休闲地。

大渡口区新工社区：

为重钢人保留那段“青葱岁月”

9月初，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收到
了一封感谢信，寄信人是新工社区的居
民李根庆。他称赞新工社区改造后，在
消防、整洁等方面都做得很好。同时，改
造后的社区，也让他回忆起了自己那段

“青葱岁月”。
李根庆是一个老大渡口人，他的青

春岁月记忆，保留在重钢。“重钢曾经是
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也是大渡口人的骄
傲。”李根庆说，当年，凭借重钢等钢铁企
业，重庆有了繁荣的钢铁产业。他倍感
荣幸的是，自己就是重钢人，所住的新工
社区便是重钢家属区之一。

但随着城市发展与产业转型，重钢
搬出了大渡口区。像李根庆这样的老重
钢人，因为对重钢怀有深厚感情，所以难
免有些失落。

“我们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新工社区
居住的大部分老人都非常怀念重钢，这
种情怀很深。”大渡口区相关负责人说。

也正是看到这一点，去年，九宫庙街
道启动新工社区老旧小区环境提档升级
项目时，增加了社区人文环境提升行动，
刻意加入了许多钢铁元素，目的就是充
分体现重钢文化，为居民们留住曾经的
回忆。

比如，在社区入口，有一台仿照重庆
工业博物馆的8000马力双缸卧式蒸汽
机制作的缩小造型；社区内部，以时间为
轴线，错落有致地展示着重钢的历史照
片；社区主干道，分布了螺丝、齿轮等造
型的雕塑、摆件，甚至还有安全帽造型的
花盆。

“社区入口的蒸汽机模型，总能让我
回忆起在重钢工作的日子。”“这些东西
都让人怀念。”今年4月，新工社区改造
正式完成，这样的感叹不绝于耳。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元素，打造一个
有特色的‘钢城社区’，让居民生活充满
回忆，也让社区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钢
铁博物馆’。”新工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在改造中留住城市记忆，延续历史文脉——

重庆老旧社区讲述“光阴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 实习
生 徐亚宁）“得益于人大季会制工
作，辖区群众参政议政意愿踊跃，不
少人都有意愿参选人大代表。”9月
14日，市人大常委会区县、乡镇人大
换届选举工作督导组首站来到南川
区。该区南平镇人大主席杨龙琼告
诉督导组，目前南川区各乡镇均推行
人大季会制，即每季度召开一次人代
会，代表建议回复更快，代表履职空
间更大，代表作用发挥更佳。

目前，南川区的人大换届选举工
作已进入到选民登记阶段，在全市各
区县中属于推进较快的区县。今年
11月19日至30日，南川区将进入投
票选举阶段。南川各乡镇因推行人
大季会制，群众参政议政踊跃。

督导期间，督导组还了解了今年
开展换届选举工作过程当中的经
验、困难和问题。南川不少街道和
乡镇反映，如何依法准确做好流动
人口的选民登记，是选举工作中的
一大难点。选民登记是一项依法对
公民选举资格的确认程序，符合法律
规定有选举权的公民，只有经过登记
程序，选民资格才被确认，才能参加
选举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工作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答复称，市人大常委会选
举工作办公室已经出台了关于流动
人口选民登记工作的指导意见，分7
类情形进行了明确。流动人口选民
原则上在户籍地进行登记。指导意
见对在渝高校学生、驻渝机构人员、
持有户口迁入证等待入户人员、没有
工作单位人员、本市其他区县户籍人
员、非本市户籍人员等情形的登记口
径进行了明确，以确保登记和选举都
尊重选民本人意愿，同时实现选民登
记不重不错不漏。

督导组要求，要切实提高思想认
识，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市委的部署上来；要切实加强
党的领导，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
治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抓好
工作落实，确保选举各环节依法有序
进行，特别是要抓好代表候选人提名
推荐和审查考察、投票选举等工作，
把好代表入口关；要切实严明换届纪
律，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确保
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接下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将带
队对全市各区县（自治县）换届选举
工作开展全覆盖督导，确保中央和
市委关于区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
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全国人
大常委会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要求
落实落地。

市人大常委会启动督导区县、
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因推行人大季会制 南川各乡镇群众参政议政踊跃

本报讯 原重庆市妇联城工
部部长、离休干部李少希同志，因

病于2021年 9月 15日逝世，享
年95岁。

李少希同志系重庆梁平人，
1947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
入中国共产党。

李少希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 15
日，城口至开州高速公路（下称“城开高
速”）的重要节点工程旗杆山特长隧道双
洞顺利贯通。明年，城开高速有望通至
城口县城，比原计划提前近一年实现重
庆“县县通高速”的目标。

旗杆山隧道是城开高速全线重要控
制性工程之一，全长7.66公里，仅次于
13公里的大巴山隧道和11公里的城开
特长隧道。

该隧道地质极其复杂，被业内称为
“不良地质博物馆”。隧道从开工到贯
通，先后遭遇岩溶、暗河、涌水突泥、高地

应力、瓦斯、断层、破碎带等不良地质39
次。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建设方在施
工工艺、技术和设备上进行大胆创新。
以处理突水为例，该隧道最大涌水量曾
高达19000立方米/小时。为治理“水帘
洞”，建设方创新施工方式，将地下水引
至洞外，并采用新型材料代替传统水玻
璃施工工艺，将涌水成功堵住。

据了解，城开高速线路纵贯大巴山
脉，桥隧总里程约100公里，全线桥隧比
达78%，其中陕渝界至开州大进段80公
里的桥隧比高达96%。陕西段贯通后，将
形成举世罕见的长达120公里的超高桥
隧比（约94%）路段，城开隧道、旗杆山隧
道、鸡鸣隧道、吴家梁隧道等构成长约48
公里举世罕见的超长桥隧相连路段。为

克服困难，建设方仅便道就修了142公
里，超过了高速公路正线128公里的长
度。

重庆高速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按
照目前的施工进度，城开高速开州赵家
至谭家约50公里有望今年国庆具备通
车条件。2026年，有望连通陕西，为渝
陕两地打通一条省际快捷通道。

城开高速旗杆山特长隧道双洞贯通
重庆有望提前近一年实现“县县通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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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保留历史文化的记忆，其目标当是一种更高层
次意义上建筑与城市（即建筑与人的生活整体）关系的探索。因此，只
有从城市为人的生活服务这个根本点出发，真诚地创造服务于今天人
们生活需求的城市和建筑，城市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热爱的生活世界和
宜居家园。

——重庆设计集团董事长徐千里

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重庆很注重的一点就是传承历史文
脉。比如，围绕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定位，加大建筑保护和更新，保护城
市历史风貌。再如，在注重实体内容改造的基础上，融入区域特点的
精神元素。这种兼顾区域配套和历史传承的方式，既留住了城市记忆
和历史文脉，也为居民生活休闲提供了新的空间。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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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光阴
的故事》充满怀旧情调，
深受观众喜爱。重庆老
旧小区改造打出“怀旧
牌”——通过修复历史
文化遗迹，留住城市记
忆，让人追古抚今、珍惜
当下。

关注重庆老旧小区改造之关注重庆老旧小区改造之④④ 历史文化篇

▲▶改造前后的黄桷垭老街。
（受访者供图）

9月12日，江北区铁山坪森林公园，
前来游玩的市民将汽车停在林间的生态
停车位上。

铁山坪森林公园是我市主城四大绿
色屏障之一，近年来该公园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持续加强精细化管理，因地制宜
实施改造，全力推进“主城绿肺、市民花
园”建设。据介绍，目前公园年游客量近
200万人，旅游直接收入超2亿元。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铁山坪森林公园

主城绿肺
市民花园

□本报记者 罗芸

“王老师，新班好久开？我们好
几个人都想报名！”9月14日上午，
武隆区江口镇街上，76岁居民杜泽
宇远远看到镇社区教育专干王寿合，
赶紧“粘”过来。

啥子课，这样受欢迎？
今年3月，江口镇依托镇上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准备办一期针对老
年人的培训。但讲啥内容，让王寿合
犯了难。

江口镇的“芙蓉大讲堂”常年为
居民举办培训班，曾获全国百佳学习
活动品牌。“近些年，反诈骗、健康养
生、改善家庭关系的培训，都搞过几
轮了。再讲这些，估计大家也不爱
听。”王寿合向镇党委书记任本涤吐
槽。

此时，区里的党史学习教育正推
行“聚焦不同群体开展定向传播”。
任本涤建议他去听听老人们需要啥，
再确定培训主题。

王寿合去镇上公园、茶园认真观
察，发现许多老人手握智能手机，却

“盘不来”。找年轻人指点，当时明白
了，可回头就忘。

于是，4月的培训内容，王寿合
定为“为老年人培训智能手机应
用”。第一期两个班，每班50人。

81岁的罗云碧婆婆眼睛老花。
儿孙孝敬的手机，她得举着放大镜才
能看清屏幕上的字。正好第一天的
入门课程内容就包括调整手机字体

大小，罗婆婆开心不已：“那些字从蚂
蚁子变小汤圆那么大，不用放大镜就
看得清！”

培训班学员平均年龄67岁，其
中近两成年逾八旬。第一天的课，前
一分钟教的内容，不少人后一分钟就
忘。1名主讲老师和3名辅导老师忙
得转转团，也没法给每位老人提供及
时指导。

于是，从第二堂课开始，教学方
式进行了改进，按每组5人分成学习
小组：小问题，组内互相指点；“难
题”，老师按组点拨。

63岁的刘绍芬儿女都在国外。
过去，她对智能手机使用仅限于接打
电话、收发短信。儿女回家时教她用
微信，但儿女一走她又束手无策。这
次培训后，她也能用微信语音与万里
之外的儿女畅聊了。

为契合老人们的记忆特点，培训
班一改过去“连续作战”方式。学员
们学几项内容，回家练几天，再回来
上课。

6天的课断断续续上了1个月，
参加培训的学员基本能玩转智能手
机了。现在，罗云碧婆婆买菜付款，
都是潇洒地“扫码”；88岁的老党员
陈国兴学会用手机登录“学习强国”，
积分已突破2000分；部分学员上公
园不再提收音机改拿手机，有的还琢
磨着要开抖音号记录自己幸福的老
年生活……

“会‘盘’智能手机确实方便。疫
情一松，王老师你赶快开班！”杜泽宇
催促他。

据了解，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武
隆除开设500余场次“固定讲堂”外，
还开展了800余场次“老年学习中
心”“四点半课堂”“夜话书场”等，让
每一个群体都能学到最需要的内容。

啥子课？让老人们催着加开新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