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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第十三届中国西部动
漫文化节（以下简称“西漫”）在璧山
区东岳广场开幕。今年的“西漫”将
以产业交流、项目合作、创意竞技、互
动体验为重点，在国庆期间将举办全
国二次元大赛总决赛、国内外知名动
漫游戏品牌特展等十余项活动，游客
可前往璧山感受二次元文化的独特
魅力。

据了解，今年国庆期间，西漫将
在璧山区东岳广场将举办多项活动，
包括全国二次元大赛总决赛，2021第
三届全国配音大赛暨最强声优挑战
赛，第十二届中华少儿配音大赛优秀
选手展演，国内外知名动漫游戏品牌
特展，科技娱乐互动体验展，JK、汉
服、洛丽塔服装展，HEC模型及二次
元周边手办展，动漫痛车展，成渝双
城文旅融合展，动漫嘉宾作品签售
会，西漫派对以及二次元沉浸式互动
体验等。

届时，主办方将以东岳广场为场
景，以故事剧本为模式进行游园动线
设计，将展会内容进行贯穿联动，丰
富观众漫展体验。现场还设有更衣
区及主题摄影区，观众也可免费体验
二次元的独特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
2020到2021年度成渝两地文旅融合
发展的重要IP及重点景区项目，将穿
上动漫“外衣”，以动漫为载体，通过

二次元化的包装进行集中展示，彰显
成渝双城经济圈文旅融合发展的新
样貌、新成就。

据悉，作为西漫的重头戏之一，9
月30日，第二届西部数字经济产业高
峰论坛暨成渝数字文创产业峰会在
璧山区举行，来自全国数字出版、数
字文创、数字经济、互联网等行业的
大咖共聚一堂，共商数字化产业转型
之道。 记者 龙丹梅

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来了

曾经臭水河，今现黑天鹅。当家住
广安市武胜县五排水库附近的村民吴
川看到黑天鹅时，他坚信水质变好了。

在广安700余条大小江河、溪流当
中，五排水库只是星罗棋布的一个小
点。这个水库的水质之变，也是广安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例证。

多措并举 治水护水成常态

五排水库能出现黑天鹅，得益于
河源——长滩寺河的水质改善。长滩
寺河属于嘉陵江一级支流，上游流经
岳池县城，在岳池境内长51.1公里，下
游由武胜县飞龙镇入境，武胜境内长
69.8公里，终在武胜县中心镇对岸郭
家坝注入嘉陵江。

“以前长滩寺河城区段的水黑得发
臭，都不愿意往河边走。”家住岳池城区
的市民周艳说，现在水清岸绿河畅景
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孩子来河边散
步。

“先把上游的污染源治理了，才能
保证下游的水不受污染。”岳池县长滩
寺河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摸排出

的589个污染源目前已经全部解决。
下游的武胜县也发力。该县实施

全域“清水工程”，对沿河的6个乡镇、
42个行政村的污染源进行治理，整治
长滩寺河流域畜禽规模养殖场50个，
建成投入使用污水处理站28处，共终
止16处水库承包养鱼合同、取缔网箱
1300 余口，污水废水得到了有效处
理。

通过上下游联动治理，长滩寺河水
质得到有效改善，劣V类水质全面消
除，实现从“臭名昭著”到水清岸绿的转
变。

和长滩寺河同样实现华丽蜕变的，
还有流经前锋城区的芦溪河。芦溪河
属于渠江的一级支流，被前锋市民视为

“母亲河”。但在2017年以前，芦溪河水
质为劣V类。

如今，通过实施洁水、疏浚等六大
工程，芦溪河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河

水变清，鱼虾增多，两岸郁郁葱葱，昔日
的“臭水沟”摇身转变为芦溪河公园。

而广安主城区穿城而过西溪河沿
岸也有整体规划，将树立产城景融合发

展理念，打造魅力“母亲河”，进一步理
清山、水、文化脉络，做到“亮山亮水亮
文化”。

治水护水成常态。2021年上半年，

广安市嘉陵江、渠江、御临河、大洪河、华
蓥河等7个国控断面水质全面达标，其中
嘉陵江、渠江、御临河、华蓥河水质稳定
在Ⅱ类标准。

跨界联手 共建共治共管

9月26日下午，天气晴好，清澈碧
绿的湖水、波光粼粼的湖面，倒映着蓝
天白云、青山绿树，衬托着大洪湖旖旎
风光，美得让人心旷神怡。

一条大河连川渝。大洪湖所在的
大洪河发源于四川达州，经广安流入重
庆长寿区，终在渝北区入长江，流域面
积696.88平方公里。

滴水汇成小河，小河汇成大江。跨
越多乡镇，流经多条河流，就会存在“水
归你管、岸归我管、河中不管”现象。

如何解决水陆边界管理难的问
题？以邻水县黎家镇搭界寺村为例，3
年前，黎家镇主动与重庆长寿区万顺镇

对接，希望共同治理好跨界的大洪湖。
黎家镇的“主动”，当场收到了回应，达
成“不分水和人，只要湖水清”的共识。

不仅是大洪湖达成了跨界治理共
识。例如连接华蓥市庆华镇和合川区
香龙镇的华蓥河，两地河长每年定期联
合巡河，实现河流共享共管共治。其
实，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
整个广安市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广
安市各相关县（市、区）分别与下游重庆
市合川区、长寿区、渝北区分别签订了
跨界河流联防联治框架协议，建立联防
联治机制。

共同治水护水没有终点。广安市
将纵深推进广渝跨界河流联防联控工
作，深化共建、共治、共商、共管积极促
进川渝两地生态共建环境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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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 治水护水换来一江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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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日，曾经在渝中区十八
梯住了几十年的老居民赵华明，一
早就来到较场口城市阳台，朝曾经
的家——月台坝附近走去。

“在，真的还在！”下到梯步中段，
赵华明突然激动起来，用手指着前方
喊道。那里有几棵老黄葛树。

来到树下，赵华明用手抚摸树
干，抬头望着绿油油的叶子，表情又
是欣慰，又是感动：“这十年你们又长
高啦！”

赵华明14岁起就住在十八梯月

台坝，他说，自己的母亲特别喜欢树
和花。很多年前，为了满足母亲的愿
望，他在家门口种下三棵小黄葛树
苗。在他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枝
繁叶茂的三棵树，不但为邻居和行人
带来荫凉，更成为老街的一道风景。

实际上，得到保留的不仅仅是赵

华明种下的那三棵树。如今的十八
梯传统风貌区，过去的那些老树基本
上保留了下来。就连老梯坎，也全都

“原封不动”。
对赵华明和很多人而言，如今的

十八梯，一些记忆中的东西仍在，也
有一些已经变了——比如那些外观

显得更加精致的吊脚楼。此外，于右
任故居、盐帮大厦等在数十年前就已
损毁的历史遗迹，如今也得以复原。

9月 30日，十八梯传统风貌区
正式开街，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
来“打卡”和游玩，客流量超过10万
人次。 记者 白麟

十八梯开街首日吸引10万人次“打卡”

老居民:我当年种下的树还在
9月30日，2021年10月气象新

闻发布会通报称，国庆期间，我市将
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偏高，节日最
后两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高温缓解。

国庆长假天气逐日预报为：10月
1日，多云到晴，气温16～34℃；10月
2日，多云到晴，气温17～36℃；10月
3日，多云到晴，气温19～37℃；10月
4日，多云，气温19～36℃；10月5日，
多云，气温18～35℃；10月6日，大部

地区多云，偏西偏北地区阵雨或雷雨，
气温17～33℃；10月7日，长江沿线以
北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
阴天到多云，气温14～28℃。

据悉，重庆市气象局除了及时滚
动发布常规天气预报外，还将通过

“重庆天气”官方微信、微博发布全市
主要公路交通气象预报、高速公路恶
劣天气通行等级预报等。

记者 杨铌紫

长假期间天气晴好

▲9月30日，南岸区广福未来学校开展“我和国旗合个影”主题活动，同学们挥舞着国旗祝福祖国。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9月30日，国庆节前日，嘉陵江大桥上挂满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9月29日，位于两江新区龙兴新城的御临河大桥主拱合龙。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近日，石柱桥头镇长沙村，重庆水务集团水质检测公司党员志
愿者帮助农户收割稻谷。

通讯员 张敏 摄/视觉重庆

▲9月30日，酉阳自治县职教中心，学生身穿民族盛
装与国旗合影。 通讯员 杨春来 摄/视觉重庆

璧山

本报讯 （记者 韩毅）国庆假
期来临，你还在为自己的出游计划犯
愁吗？9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内多家景区获悉，他们已推出了丰富
多彩的节庆活动，让你的国庆假期欢
乐不停歇。

穿针乞巧、供奉“磨喝乐”、吃巧
果、拜织女、花灯告白、河灯祈愿、喜
船游江、花轿巡游、秀女选亲、情歌对
唱、非遗美食节、鹊桥主题晚会、篝火
晚会……9月29日晚，第二届中国第
一鹊桥会在黔江濯水景区精彩上
演。中国第一鹊桥会是黔江旅游在
延续“因为爱情·邂逅廊桥”追爱专
列、世纪婚礼等品牌活动基础上，创
新推出的品牌活动。

除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外，国庆
期间，黔江还推出了景区门票六折优惠，
以及城市大峡谷-地震遗址小南海-土
家十三寨、城市大峡谷-爱莉丝庄园-
濯水景区-神龟峡/水车坪两条精品旅
游线路，供游客领略黔江的金秋之美。

丰都南天湖度假区这个美丽的
高山湖泊，在国庆假期增加了两处

“新耍事”：轨道滑车，轨道总长3000
米，集娱乐性和体验性为一体，是目
前国内最长、智能化最高的高山滑车

项目；天湖瑶池，占地面积约800亩，
是南天湖景区内2021年新开发的重
点景观项目，现已建成天湖瑶池、石
林、揽湖台、醉仙楼等景点，配套建设
了生态游步道、观光车行道、休闲廊
亭、演艺台、休闲广场等服务设施。

重庆融创文旅城也将开启寻宝
剧本杀、海底有“鲸”彩、沸腾电音
节、梦幻西游联名等系列活动，为游
客带来全新体验。其中，“城主的宝
藏”寻宝剧本杀活动，国庆期间每天
10:00-17:00均可参与，还可兑换宝
藏礼品带回家。而火爆的“沸腾电音
节”将在融创渝乐小镇广场举行，涵
盖说唱表演、MC氛围演绎等，能让现
场观众感受到更加酷炫超燃的效果。

彭水阿依河景区秋季大型文旅
活动——“木叶赶秋节”也已正式启
动，活动分为“木叶赶秋·遍地金黄晒
秋收”“阿依非遗庆秋收”“赶秋篝火
夜”三大主题，从景区布置、非遗项目
体验、苗族歌舞演出等方面，打造了
一场沉浸式非遗民俗视听盛宴，游客
朋友们可在此与苗族阿哥阿妹一起
围着篝火唱苗歌、跳摆手舞，感受夜
晚的宁静，体验与世隔绝的静谧安
逸，开启“开窗见景”的美好之旅。

这些景区好玩又精彩

9月30日，璧山区东岳广场，中国
西部动漫文化节现场，Cosplay爱好者
进行动漫角色展示。

记者 崔力 /视觉重庆

耍事

天气

祝福您，我的祖国！ 周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