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跟团游客昨日平安抵渝

平均19℃ 避暑山王坪清凉好地方

塞罕坝上“寂寞”逼出来的画家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罗永攀
实习生 龙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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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城管支队举行
“解放思想 勇立潮头”演讲赛

重庆商报讯 记者从两江新区获
悉，在近日两江新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
五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召开后，两江
新区各部门立刻行动起来，认真学习传
达市委常委、副市长，两江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陈绿平讲话精神，在全区
上下掀起了“解放思想、勇立潮头”大讨
论学习热潮。其中，两江新区城管执法
系统通过“解放思想 勇立潮头”演讲比
赛等多种方式，展开学习活动。

两江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党
支部充分动员，在前期分组讨论、自查自
纠、建言献策、征文比赛的基础上，8月9
日，又组织两江新区城管执法系统“解放
思想 勇立潮头”演讲比赛。切实让解
放思想在每个人的心里扎根，在行动上
落实，让学习讨论活动入脑入心，掀起学
习讨论活动新高潮。

此次演讲活动，两江新区城管执法
系统每一个人都高度重视。有的反复修
改演讲稿；有的利用下班时间背诵；有的
对着镜子模拟演讲等方式，把自己对两
江新区发展的感悟和建议，完美融合在
演讲中，把两江新区城管队伍的精气神
展现了出来。

两江新区市政管理局副局长段立全
介绍，自两江新区成立以来，两江新区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这支“铁军”为两江
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渣车运
输、户外广告、占道经营……除了日常工
作之外，他们还配合其他部门执行了许
多紧急任务。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过
年过节，人们都能在街上看到执勤的城
管队员。他们为把两江新区建设成为美
丽、整洁、和谐、宜居的山水之城，在平凡
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孙琼英

在森林深处，建一座房子，吟
诗、作画、养花、剪纸……这种世
外桃源般的生活，想必会令无数
人神往。然而，如果生活在这种
房子里10多年，每年有9个月几
乎与世隔绝，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除了孤独，就是寂寞。”现年
46岁的刘军和47岁的齐淑艳夫
妇如是说。

刘军和齐淑艳是河北省塞罕
坝机械林场的防火瞭望员。塞罕
坝地处河北省承德市北部与内蒙
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交界处。
1962 年，国家在这里建机械林
场，55 年来，几代塞罕坝人营造
出了112万亩森林。

林场内海拔 1940 米的大光
顶子山是塞罕坝的制高点。山顶
上一座四层高的白色建筑“望海
楼”，在茫茫林海中显得突兀而孤
独。刘军、齐淑艳就在这里长期
工作、生活。他们的工作是，白天
每15分钟报一次火情，晚上两人
轮流值班瞭望火情。

“11年前我们刚上来的时候，
这里只是一座简易的红砖房，不
通电、不通水，取暖靠烧火。”齐淑
艳说，“那个房子，天一冷上下透
风，炉火烧得通红，裹着棉被都冻
得发抖。早上起来一看，馒头冻
得梆梆硬，咸菜冻成了冰疙瘩，豆
腐都冻酥了。”

“最初的两年里，枯燥乏味的
生活让我们十分憋闷，有时候一个
月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刚开始俩
人憋闷经常吵架，后来连吵架都没
话说了。”刘军说，夜晚，山上除了
风声和野兽的叫声，剩下就是两个
人的呼吸声，静得令人害怕。

“秋天落叶松变黄的时候，最
想家。憋得难受的时候，我就出
去喊两声，那么大的林子只有我
自己的回音。”齐淑艳说，“最难
熬的是冬天，眼前只有一种颜
色：到处白茫茫一片，阳光下刺
眼。想出去走走，但雪太大，一
只脚迈出去，另一只脚在雪里就
拔不出来了。”

为了排解寂寞，刘军拿起了
画笔。开始是横平竖直地练字，
后来望海楼里装上了电视机，他
每天花 15 分钟时间跟电视学画
画。多年来，他记不清自己画了
多少张画，只记得练习纸最初是
论斤买的。

如今，“公鸡啄食”“葡萄熟
了”“雪地晴川”“林间巡护”……
一幅幅画作，挂满了望海楼里的
墙面，初一还没上完就辍学的他，
硬是被寂寞逼成了“画家”。

闲下来的时候，刘军还喜欢
侍弄花草、剪纸，以打发无聊的时
间。在他们居住的望海楼里，摆
放了近20个品种的数十盆花草，

有的连他自己也叫不出名字。
刘军一家三代人都在塞罕坝

工作。“父亲是林场第一代建设
者，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也是林
场的瞭望员，后来调到场部当更
夫，还为林场养过马。”刘军说，
现在他的儿子是林场的一名扑火
队员。

在塞罕坝这个号称世界上最
大的人工林场里，有9座望火楼，
其中 8对是和刘军、齐淑艳一样
的夫妻瞭望员。55年来，塞罕坝
林场没有发生过一起火灾，瞭望
员们功不可没。他们也因此被誉
为“森林的眼睛”。

据新华社

山王坪生态石林 本组图片由南川区旅游局提供

砥砺奋进的五年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重庆商报讯 又将凉爽两天
了。昨天，来自据市气象台预计，今
天进入末伏，我市大部将再次迎来
降雨，局地有大雨，气温最高仅为
35℃。

■未来三天天气
今天：大部地区气温 22～35℃，

城口及东南部 20～34℃。主城阴天
有阵雨，25～32℃。

明天：大部地区气温 21～34℃，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20～30℃ 。 主 城 阵
雨，24～29℃。

后天：大部地区气温 21～36℃，
城口及东南部 20～33℃。主城阴转
多云，24～34℃。

说到南川消夏纳凉，很多人
都会说到金佛山，其实，在南川，
还有一个可以和金佛山媲美的
清凉地方——山王坪。走进山
王坪，远离都市的喧嚣，可以让
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山王坪
一周平均气温19摄氏度

驾车经渝湘高速东胜下道，
穿三泉镇，继续前行，驶过一段
长长的盘山公路，便是山王坪，
这里是国内第一个喀斯特生态
公园，拥十万亩森林入怀，海拔
1300 多 米 ，夏 季 平 均 气 温
20℃。鬼斧神工的石林与千姿
百态的树木藤蔓有机交织，融
山、水、泉、瀑、石、林、洞为一体，
构成巨大的天然盆景。

山王坪公园内现有 40余亩
露营地，可同时搭建 500 顶帐
篷。走进露营区，各种五颜六色
的帐篷遍布林间，每两棵杉树之
间，都挂着一张吊床，游客在吊
床上悠闲地晃着时光。

搭帐于此，可尽情呼吸“空气
维生素”——负氧离子。白天，蓝
色的天空，翠绿的水杉林，一望无
际、郁郁葱葱；入夜，枕着19℃的
宁静悠凉，伴着鸟雀的轻鸣，安然
入眠。

“山王坪不仅是动植物基因
库，还是休闲养生的宜居天堂。”
南川区旅游局副局长贺显荣介
绍，山王坪最近一周的平均气温
是 19 摄氏度，来到这片清凉净

土，在树林里挂个吊床、支起帐
篷简单休憩，沐浴着树木的清
香，聆听着鸟虫鸣声，尘洗城市
蜗居的喧嚣……

观音岩驿站
陪着心爱的人数星星

在山王坪公园入口不远，有
一古驿站距今已逾百年，被称为

“最后的驿站”——观音岩驿站。
观音岩驿站位于川黔茶马

古道，青砖屋瓦，写满沧桑。驿
站是一处老街，约 200 米长，依
山就势，蜿蜒曲折，错落有致。
街上一大片青瓦屋顶层层叠叠，
富有韵律地整齐排列。几处炊
烟袅袅上升，若有若无，营造出
一种与世隔绝、恬静自得的小品
画意。古老的青石板路穿过驿
站，湮没在大山里，充满历史痕
迹的木屋，两排红灯笼悬挂在屋
檐下。

置身观音岩驿站，在19℃的
夏夜，栖居在帐篷酒店，星空浩
瀚，陪着心爱的人看星星，一夜好
眠。

高山果蔬
让你流口水

山王坪有大大小小 20多家
农家乐，接待能力还比较充足，
农家乐食宿价格 100~150 元/
人/天。比如云岭山庄、听松山
庄等，接待条件都非常好，能够
满足大家的需要。以高山散放
自然生长的山羊，秘制而成的药
羊汤锅、烤全羊，是山王坪最有
代表性的特色美食。

富硒的高山蔬果、跑山的鸡
鸭、稻田里生长的鱼虾、金佛山上
的方竹笋，在山王坪品尝地道农家
菜，朴实而本质的味道自然不同。

■山王坪自驾指南：
主城—内环快速—G65 渝湘

高速—金佛山北下道—山王坪
（一路有路牌指示）

备注：车辆可在大观服务区休
整。其为驾乘人员提供了常规药
品、手机充电、汽修等服务，并设置
母婴室、健身区等。整个服务区
WIFI覆盖，车主可无限畅享。

南川—贵州道真高速路通
车后，在山王坪互通下道，距离
山王坪公园不到5公里。

星空露营星空露营

凉爽迎“末伏”
主城最高32℃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8月 8日 21时 19分，四川阿坝州九
寨沟县发生 7级地震，当日九寨沟景区
接 待 游 客 38799 人 ，团 队 游 客 占 比
46.80%。据悉，地震发生时，在九寨沟的
重庆跟团游客有 1766 人。除一名游客
因伤重留在九寨沟做手术外，其余游客
在导游陪同下，于 9日坐车返渝。由于
路上有些堵车，再加上为了安全而绕行，
让行车时间有些增加，游客最终于10日
凌晨安全抵渝。

又讯 昨日记者从四川省政府新闻
办获悉，截至10日12时，四川九寨沟7.0
级地震已致20人死亡，431人受伤，其中
重伤 18 人。另外，公安部交管局也表
示，目前四川省九寨沟震区 7万余名滞
留人员得到安全疏散。截至 8 月 10 日
13时，四川省公安交管部门累计投入警
力 3675 人、各类警用车辆 1900 余辆次
参与灾区抢险救援，疏散灾区滞留车辆
1.3 万辆，协助疏散景区各类滞留人员
7.1万余人。 据新华社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见习记者 韦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