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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林

重庆是山环水绕、江峡相
拥的山水之城，也是“8D 魔幻
之城”“站立着的城市”。麻辣
鲜香的火锅，人潮涌动的夜市，
与两江四岸的绚烂灯光相得益
彰。现代都市的快节奏与休闲
舒适的慢生活并行不悖，重庆
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重庆的

“烟火气”体现在衣食住行的各
个方面，既是展现友好的尺度，
也反映着重庆的温度。

从游客如织的解放碑到曲
折蜿蜒的十八梯，从沿江就势
而建的洪崖洞到150米长的皇
冠大扶梯，甚至街头巷尾的老
茶馆、滋滋冒油的烤苕皮……
重庆城市的“烟火气”，是重庆
的独特味道，不仅带有重庆特
有的舌尖上的味道，也带着巴
渝深厚历史下的“人情味”。让
游客慕名而来的，不仅是江山
一色的风景与鳞次栉比的楼宇，
还有重庆丰富的重庆味道与人
文底蕴。正因如此，维护好、经
营好重庆的烟火气，显得格外重
要，也格外紧迫。

维护好重庆的“烟火气”，
要在保护城市历史底蕴与文化
资源上下功夫。重庆天然具备
包容的气度、杂糅的风格。包
容带来融合，融合带来活力，在
此过程中，市场跟着繁荣起来，
就业岗位增加，消费意愿增强，

经济活力十足。遍布重庆的菜
市场、茶馆、小饭馆、老工厂等
散发出的“烟火气”，是重庆城
市文化特有的部分。对这些马
路边上的“老重庆”，不能大拆
大建、拆真建假，而是要真正维
护好、经营好、传承好。

经营好重庆城市的“烟火
气”，就要打造别样精彩的人文
之城。维护城市的烟火气，不
是照单全收、一成不变，而是建
立在高效有序的城市管理前提
下。想追求卫生好、秩序好、人
居环境好，就要既管得巧，又管
得好。通过高效的“经营术”，
让“路边经济”与店铺生意互为
补充，实现既保障就业又保障
民生、既接地气又惠民生的双
赢效果。烟火与人情最能暖人
心，城市开放包容、充满人情
味，市民积极向上、豪爽耿直，
让干事的人扎得下根、稳得住
心，也让路过的人停下脚步、回
味无穷。

城市“烟火气”，体现在衣
食住行，最终凝结成人与人之
间的深厚情意。重庆历史悠
久，地理特殊，“烟火气”在城市
发展历程中得以保存，需要珍
惜，更需精心维护、用心经营。
雾气氤氲，江河汇流，漫步山
城，耳听抑扬顿挫的方言，鼻嗅
飘在空气中的火锅味，重庆城
市的“烟火气”就在听觉与味觉
中扎根了，发芽了，忘不掉了。

维护好经营好城市的“烟火气”
——主城都市区建设发展大家谈之四

重庆新闻 5CHONGQING DAILY

2021年9月30日 星期四
责编 陈龙华 美编 张辉

□本报记者 颜安

这是一场气势恢宏的“联弹
曲”“协奏曲”——

东部老城区，城市路网不断织
密，配套设施加快补齐，公共服务
不断提升；中部生态屏障区，发展
现代都市农业，让美丽乡村成为生
态城市的“点睛之笔”；西部新城
区，高起点优化空间布局和城市设
计，推动产学城景融合……沙坪坝
正在推进全域空间优化、全域品质
提升、全域产业升级。

9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走
进沙坪坝区，在精细化更新的小
巷里，在古香古色的院坝里，在车
马喧嚣的国际物流城里，感受当
地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变化、新格
局。

在空间上做文章，共绘
发展画卷

沙坪坝，东部人文厚重，作为
人文母城的老城区正在有机更新、
有机生长。西部区域面积占全区
一半有余，一座现代新城正在崛
起。中部乡村，正在打造生态城市
的“诗意田园”。

“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推进国
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
大都市建设，是我们深度思考的问
题。”沙坪坝区委主要负责人如是
表示，区域协同发展，不能各自为
政，仔细研究后，东中西“连片开
发、联动发展”的思路呼之欲出。

东部老城，下大力气解决堵、
乱等“老大难”问题，有序启动780
万平方米危旧房和老旧小区改造，
精心打造嘉陵湾区等重点片区，推
动城市有机更新、有机生长，打造
高品质大都市。

中部生态屏障区，切实保护好
歌乐山生态环境，打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这场硬仗，大力发展精品民
宿、采摘垂钓等现代都市农业，让
美丽乡村成为人们向往之地。

西部新城，围绕打造科学城城
市功能新名片，优化空间布局和城
市设计，打造梁滩河绿色生态走
廊，建设高品质的绿色家园。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
2021年，区域协调发展的舞台上，
沙坪坝舞步飞旋。

在品质上下功夫，城乡
融合发展

全域精彩，需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高品质成为“热词”。

中秋小长假，位于沙坪坝区中
梁镇的斐然湖，成片的粉黛乱子草
吸引了近5万人前来打卡拍照。
一年多来，沙坪坝区在此实施环

24公里道路、覆盖34平方公里的
中梁·都市村庄项目，通过生态系
统修复、乡村产业引导、基础设施
改善、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
设和农民增收致富融为一体，走出
一条乡村振兴的绿色之路。如今，
项目已经初具规模和雏形。

城市中的变化则更多体现在
细微之处。童家桥街道凌云路两
旁的空地上，原本裸露的土地被铺
上了绒绒的“绿毯”；高九路沿线的
3000余平方米荒坡，满植木春菊、
点缀迎春花，并用蕨类结合山石造
景，极大地丰富了城市斜面景观层
次；沙滨路美丽山水路，暴雨积水
智能监控系统能对水位做到24小
时“可视”监控……

未来，沙坪坝区将坚持系统思
维、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在东部老
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风景”，推动
中部歌乐山麓全域乡村振兴，在西
部新城建好“科学家的家、创业者
的城”。

在产业上谋升级，增强
发展动能

空间的优化和调整，为产业的
布局、升级奠定了基础。

记者了解到，沙坪坝区把先进
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在青凤高
科产业园区，路网已基本成型，栋
栋厂房拔地而起。园区内，重庆小
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
电动汽车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推
进。此前，该项目为生产燃油车，
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后已调整升级
为生产高端智能电动汽车，项目投
资也由之前的25亿元增加到40
亿元。同样的产能，项目调整前年
产值150亿元，调整后可实现年产
值300亿元。

青凤高科产业园区目前已启
动建设3.87平方公里，远期可达
20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新一代信
息技术、下一代汽车、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学工程和高技术服务
业，打造“4+1”产业体系，正成为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科创空间。

同样是汽车，既有自主生产又
有“请进来”。前几天，160辆保时
捷汽车被运抵重庆铁路整车进口
口岸，这是今年该口岸到达的第
56、57趟保时捷专列。连同这批
车在内，该口岸累计进口整车
21410 辆，其中今年进口 4820
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口车
业务成为口岸的重要方向，“下一
步，我们将着力推进大贸车项目发
展，全面推动平行进口业务，并探
索开展整车出口业务。”

此外，现代服务业也是沙坪坝
区产业发展的重点。在新发展格
局中，沙坪坝将打好科创、开放、生
态、人文“四张牌”，全力推动创新
资源和口岸优势加快变现，推动全
域产业升级，努力形成高质量发展
更多新的增长点。

沙坪坝区：

三区共奏“联弹曲”
城乡共谱“协奏曲”

经兰海高速进出綦江城区又添一
座新的互通——9月29日，綦江北互通
正式开通。这不仅能缓解该区城区交
通拥堵，还意味着綦江向北融入中心城
区加速。

綦江北互通是市级重点工程，设置

于綦江区与巴南区交界处綦江侧，渝黔
高速主线K1034+600处，北距一品互
通约17公里。项目路线起于新盛街道
西北约2.5公里，连接线按照双向六车
道标准建设，路幅总宽度35米，全长约
8.8公里，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

据了解，该项目是连接綦江城区、
新盛街道和渝黔高速公路的快速通
道，同时也是綦江城市空间向北拓展
的主干道。该项目通车后，能有效分
流该区天星大道、沙溪路、新盛街道片
区往来车辆。同时，綦江城区与中心城
区距离将进一步缩短，形成“二十分钟
綦万、半小时主城、一小时成贵”通勤
圈，基本建成重庆南部立体综合
交通枢纽。 记者 罗芸

綦江北互通通车 往来更方便

本报讯 （记者 韩毅）国庆假期
来临，金秋山城璀璨斑斓，度假旅游如
何打开？9月29日，由市文化旅游委、
黔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1重庆秋季
旅游新闻发布会在黔江举行，全市各区
县以“丰收采摘”和“庆国庆”为重点，共
推出200余项秋季主题活动，邀广大市
民游客打卡秋韵秋景。

重庆欢乐谷针对亲子家庭游客，特
别推出了深受小朋友喜爱的超级飞侠
亲子嘉年华，将举行200多场精彩的互
动演艺，涵盖超级飞侠大巡游、街舞快
闪、花式篮球、恐龙出没等，让游客在游

戏与欢乐中进一步拉近亲子关系；重庆
融创文旅城则推出了寻宝剧本杀、海底
有“鲸”彩、沸腾电音节、梦幻西游联名等
活动，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此外，黔江将举办2021中国原生
民歌节、潼南将举办国际柠檬节，垫江
将举办石磨豆花美食文化旅游节，巴南
将举办第二十五届菊花展，武隆将举办
白马山森林音乐节等，用不同方式呈现
各地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特色风物，让
游客在活动中感受旅游的精彩和热情。

庆国庆、学党史、感党恩的书画展、
图片摄影展、音乐会、文艺汇演等文化

活动也将在各区县火热举办。如，铜梁
将举办诗书画和摄影展，渝北将开展

“共话家国”主题活动，武隆将举行交响
乐森林音乐节，万盛青年汇·巅峰乐园
将举办国庆烟花主题电音嘉年华等。

我市各区县还推出了一系列文旅
惠民活动，以发放消费券、打折让利、免
费体验等方式，促进文旅消费。

此外，我市还将举行“魔幻重庆”大
型城市剧场沉浸式旅游活动。该活动
以山城重庆为舞台，将湖广会馆、洪崖
洞、统景温泉、大足石刻、仙女山等十余
个热门景点“串珠成链”。游客作为“剧

中人”，参与演绎主题故事，深度体验重
庆的山水风光和文化魅力，并赢取“旅
游大礼包”。

每年国庆，我市各区县、商家都要
开展诸多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今年
国庆大假期间，各区县、商家又会给市
民带来哪些消费福利呢？

9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
委获悉，促销活动多、力度大，是今年国
庆消费市场的一大特点。

譬如，国庆假日期间，市商务委将
联动汽车厂家、汽车经销商、家电卖场、
家电经销商等零售企业、生产厂家，开
展各式各样、实惠优惠的促销活动。

区县方面，渝中区已启动2021“潮
趣渝中”购物节。国庆期间，渝中区各
商场、购物中心将通过送消费券、礼包、
满减等方式，共同为消费者提供最优

质、最实惠的购物体验。江北区日前启
动的以“爱尚重庆，约惠江北”为主题中
秋国庆促销活动，国庆期间将继续开展。

其他区县也将在国庆期间开展丰
富多彩的消费促进活动。如，荣昌区
将推出汇集成渝双城特色美食的巴蜀
美食文化消费节暨“品味巴蜀·味道荣
昌”活动，潼南区将举行惠民汽车消费
节，开展汽车下乡消费促进活动，云阳
将举行“迎双节抽汽车”活动，奉节将举
办2021年第三届中国·奉节三峡美食
节等。 记者 黄光红

站在阳台上孤独守望的老人、躺在
草丛中的“熟睡的农民”雕塑、穿越老式
农村土墙房屋的猫咪……9月29日，一
场以“重构乡土与都市日常想象”为主题
的乡村艺术集在璧山区七塘镇将军村莲
花穴院落拉开帷幕。这里原本是个普通
的农家院落，经璧山区与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市雕塑学会三方协作后，普通的乡
村展现出独特的“艺术范儿”。

9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在莲花穴
院落现场看到，原本普普通通的农家房
屋变成了乡建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图书
馆、研究所等十大主题的核心艺术区，田
间地头、房前屋后，到处都有独具匠心的
艺术元素融入。在现场，正在举办“乡与
城——第二届重庆雕塑大展”，主办方表
示，通过雕塑与公共艺术所具有的植根
于现实之上的想象力，通过具有感染力
的形式表达，去唤醒沉睡的传统和濒于
消亡的乡村文化遗产，为“艺术乡建”提
供另一种形式。

据了解，此次重庆乡村艺术集包括
“戏、艺、集”三大板块的系列活动。其
中，“戏”包含了该区乡村礼俗文化下的
民间艺术表演和城市实验艺术文化下的
音乐剧场表演，七塘非遗项目“肉莲花”、
璧山非遗项目“璧山草龙”，以及火舞仪
式、经典戏剧、世界音乐现场等表演项
目，将依次在国庆假期期间上演；“艺”则
凝聚了传统智慧的乡村手艺与富有创作
力的学院派当代艺术的交流，包括“乡与
城”第二届重庆雕塑与公共艺术大展、民
间礼俗与乡村建设论坛、村史馆展览等；

“集”则融合进城市摆摊与乡村赶场，市
民可在这里购买到艺术衍生品、创意产
品、插画、独立出版物、手作混合本地果
蔬，欣赏到好耍的民间手艺、街头艺术，品
尝到激发味蕾和灵感的时髦餐饮等。通
过三大板块的系统活动，实现乡村传统文
化礼俗、生活形态与现代都市生活方式跨
地域有机结合。

记者 龙丹梅

重庆乡村艺术集
在璧山七塘镇开幕

9月29日，主题为“小面兴产业，吃
面庆华诞”的重庆小面文化节暨吃小面
庆华诞新民俗体验活动在大渡口区九
宫庙商圈步行街举行，近200名市民一
同品尝绵长又美味的“国庆面”，祝福祖
国国运绵长、国泰民安。

当日活动特别设计了“六大主题
面”：邀请10月1日-3日出生或姓名中
含“国庆”字样的市民来吃“生日祝福
面”；邀请邻里团结互助典型代表品尝

“邻里和谐面”；邀请部分金婚老人、孤寡
老人代表同享“敬老孝心面”；邀请少先
队员、青年团员来吃“青春成长面”；邀请
有凝聚力的企业单位职工来吃“单位同
心面”；邀请大渡口区烈士家属、抗疫英
雄、现役军人家属、重庆好人、道德模范
等先进典型品尝“道德典型面”。

记者 张莎

重庆小面文化节
在大渡口启动

200余项活动供你打卡
我市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国庆佳节

节庆活动

消费活动

交通信息

喜 迎 国 庆

▲9月29日，重庆北开往万州北的C6406次列车上，列车员、铁路公安和乘车旅客共同唱响爱国歌曲，共迎国庆。
记者 崔力 通讯员 李文航 摄/视觉重庆

▲9 月 29 日，酉阳酉州古城挂满国旗，放眼望
去，一片红色的海洋，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特约摄影 陈碧生/视觉重庆

▲9月29日，璧山区大成广场，该区开展共吃“国庆面”活动，市民
相聚一起吃“国庆面”。 通讯员 谢捷 康思嘉 摄/视觉重庆

▶9月28日，万盛经开区万盛小学开展“我与国
旗合个影”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坚定爱党爱国
信念，喜迎国庆。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扫一扫 就看到

各区县商家促销多 快去捡 和

2021 秋季文
旅活动

重庆市秋季
旅游惠民活动

▲重庆小面文化节活动现场。
记者 张莎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