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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宠游客第二季

轨道李子坝站建成16年首次换装

“列车穿楼”打卡地上新了！
到李子坝打卡
“列车穿楼”
又有新惊喜！
昨日，
轨道交通李子坝站外立面改造工程完工，
全新
亮相。这是轨道交通李子坝站建成16年来，
首次换装。
记者现场看到，全新升级的车站外立面让人眼前一亮，
不少游客争相拍照打卡。
车站外立面升级后，车站外观显得更加大气。最大的
变化之一，就是李子坝站穿上
“彩衣”，
变得更
“多彩”
。
车站外立面采用了渐变配色，
从橙色渐变到黄色，再渐
变到橙色。这样的设计不仅为车站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与
“轻轨穿楼”
场景更加协调。
从车站侧面拍摄“轻轨穿楼”，车站渐变的色彩为画面
增添了动态感和层次感。
车站外立面的另一个变化，是 1-4 层的窗户更换为了
大面积的落地窗。这样的变化让车站看起来更加通透、亮
丽。
数据显示，去年国庆期间，轨道交通 2 号线单日最高客
流达到了 43.1 万人，增长明显。
今年春节，李子坝站预计将吸引更多游客。除了全新
亮相的车站外立面之外，重庆轨道交通的首个文旅服务中
心也即将在李子坝站开门迎客。
目前，位于车站一层的李子坝文旅服务中心正在抓紧
装修，
预计在今年春节投用。
李子坝文旅服务中心总面积约 500 平方米，设置 11 个
区域，包括“互动照相墙+服务台”
“互动体验电子屏”
“轨道
车厢打卡区”
等区域。
服务中心投用后，重庆轨道交通首批文创产品也将同
步亮相。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首次换装的轨道李子坝站。

接千里之外的父母来重庆过年 已成为一种习惯
“父母是北方人，扎根
在土地上那种，如果不是
我，他们可能一辈子不得
张建业
来重庆。
”
1 月 18 日，张建业是忙碌的：头天夜里到机场接
父母，第二天又要很早带儿子去体检。临出门前，他
怕二老寂寞，
把零食摆在了显眼位置。
张建业今年 40 岁，现在是美心集团的车队队
长 ，管 理 着 集 团 200 多 台 车（货 车 、轿 车 ，叉 车 等
等）。十多年前在朋友的介绍下，从山东济宁老家来
重庆发展，从此爱上了这座宠爱游客的“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
再后来，他与一个重庆妹子喜结良缘，把家安在
重庆。从此，
张家人的团年饭也从山东转移到重庆。

年味：千里奔波，只为团圆

山东济宁到重庆九龙坡，直线距离一千多公里，
无论是自驾、坐动车（高铁）、坐飞机，都免不了一番
奔波。
早些年，只要有条件，张建业都会赶回老家过
年。
“ 公司的事情离不开我，通常是过年头一天飞回
去，飞机、动车其实都很方便，可以从重庆直达济
宁。
”
无论多么临近除夕，只要儿子的身影出现在村
头，
二老的目光是殷切的，
眼里带着光。
平心而论，老家的年味更足一些。一个（原因）
是农村，外出的人都要回家，只为团圆。一个（原因）
是在北方，各种特殊习俗，过年（除夕）早上贴春联
（必须是新联），
下午去上坟祭祖，
等等。
口味：父母不太能吃辣，却不会不习惯
随着张敬业儿子的出生，过年由张敬业回山东，
变成了父母来重庆。
17 日夜里的第一顿饭，是在家里吃的，菜谱是这
样的：小鸡炖蘑菇、清炒莴笋丝、水煮虾、豆干炒肉。
“孩子太小不方便，北方太冷，也怕折腾；还有工
菜品都很清淡，没有火锅，也没有江湖菜，一点也不
作原因，有时候确实需要有人坚守岗位。另外，重庆
“重庆”。
这几年发展很快，网红景点多，父母也想过来看看。”
张建业的老家在山东济宁的农村，父亲是村里
对此，
张敬业把团年的地点换到重庆。
的村长，母亲一辈子伺弄土地，习惯了北方的口味，
这几年，父母都会早一点来重庆，陪陪孙子，如
不太能吃辣。
果儿子有空，也陪他们出去走走。主城洪崖洞、磁器
口、解放碑，这些不仅是热门景点，更是一种团圆的
“其实，我们也不太吃辣的，口味相近。”张建业
年味的一种。
的妻子虽然是重庆人，可带着娃娃长大的这些年，早 “美味”，
已习惯忌辛辣口味。所以，在老人孩子的带动下，全
滋味：一代更比一代强，未来更美好
家人的口味得到统一。
张建业的新家在九龙坡某小区，附近的超市、菜
工作的缘故，张建业很少喝酒。父亲要来，他特
意备了泡酒，有条件（譬如第二天不用开车）的话，也
市场，二老都一清二楚。娃娃已经 8 岁有余，刚出生
会陪他喝两口。父子俩都是实干派，话少，只有醉意
的 3 年，是父母来带的，所以，哪里买菜、哪里有什么
耍处，
二老也算
“门儿清”
。
来袭的时候，
才会放开话匣子。

家人在一起吃饭。
张父 67 岁、张母 69 岁，都是跟土地打交道大半
辈子的人。他们没有想到，儿子长大后，会在千里之
外的重庆找到自己的事业，
而且发展得顺风顺水。
“要感谢重庆，给了我很多。同时，也要感谢美
心集团，是他们提供舞台，挖掘了我的价值。”张建业
说，选择在重庆安家，既是喜欢这里的美景美女（妻
子），也是喜欢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给了自己机
会。
儿子在重庆出生，已经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了。不知不觉间，无论家庭、事业，张敬业都与重庆
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了。春节期间，他还盘算着带父
母到涪陵美心红酒小镇去一趟，让父母看看正在日
益强盛的景区，看看自己的美好未来。
重 庆 晨 报·上 游 新 闻 记 者 张 旭 实 习 生
姚沁妤

大渡口

查找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社区把春联饺子送上门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军 通讯员 李卉）近日，大渡口八桥镇
人大三小组总结会在融城社区召开，区人
大代表王智娟及两名镇人大代表分别向本
选区选民进行述职。述职代表立足自己的
实际岗位，对如何发挥代表作用作了详细
深入的汇报。
据了解，代表们通过开展社区消防安
全巡查等活动，对堵塞占用消防通道的违
规行为联合相关部门督促整改，确保群众
生活环境的安全。此外，代表们还就提升
居民环保意识、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等
公益行动开展了相关工作。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军 通讯
军 通讯员 潘雪梅）为营造欢乐祥和喜庆
员 廖雅尘）近日，
大渡口区建胜镇联合区中医院开展
的节日气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近日， “爱心暖城·冬梅行动”
主题志愿服务行动，
针对一些子
新山村街道新一社区开展
“把福带回家”
迎新
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开展的亲情陪护感动了不少老人，
春送春联活动。
让他们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活 动 现 场 热 闹 非 凡，书 法 家 们 挥 毫 泼
该镇每个季度都会组织党员义工志愿服务队，针
墨，喜气祥和的春联在笔下熠熠生辉，前来
对退休老党员、空巢老人、失独家庭、留守儿童、残疾人
领取春联的居民络绎不绝。另一边爱心志
及敬老院“五保”老人等困难群众开展健康保健、亲情
愿者们包饺子、煮饺子、送饺子,忙得不亦乐
陪护等志愿服务活动和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文化主
乎，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来自辖区爱心
题活动，
并捐赠被褥、血压计、拐杖、助听器及日常生活
志愿者、党员干部、居民群众、归侨侨眷等共
用品。通过帮助困难群体，推动构建和谐温馨的邻里
计 100 余人欢聚一堂，共同度过一个欢乐祥
关系和睦邻友好的社区环境，2019 年该镇共开展党员
和的春节。
义工活动 22 次，
慰问 12 人。

老人身边来了
“编外子女”

志愿服务常态化

社区更洁净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刘静）近日，
大渡口光明冶建社区
组织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让群众在一
个干净整洁、靓丽有序的卫生环境中迎接新春
佳节。
活动当天，二十余名爱心志愿者分工合作
清理了辖区内楼道间堆放的废旧杂物；对辖区
内楼道及城市道路沿线地面、户外宣传栏、公示
栏等进行全面卫生清洁，捡拾道路周边绿化带
中垃圾；集中清理了 3 处告示栏、宣传栏“牛皮
癣”
。志愿者还向沿途过往居民、路人一一宣导
良好公共卫生文明及生活习惯，
“请不要随地乱
扔果皮纸屑，
垃圾要分类扔入垃圾桶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