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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效果人气为何高？南岸有秘笈
在
“发现重庆之美”
市民点赞活动中，南岸区三个参选项目拿到三个大奖

在历时 9 天的“发现
重庆之美”市民点赞活动
中，南岸区三个参选项目
脱颖而出，一举拿下“最
美系列”三个大奖。其中
南湖社区花园七村被评
为垃圾分类
“重庆垃圾分
类时尚小区”，论语公园
被评为
“重庆最美社区游
园”，呼归石花阶公园被
评为
“重庆最美市街节点
绿化”
。
三大项目为何都能
上榜？南岸区的城市管
理“ 最 美 秘 笈 ”是 什 么 ？
我们走进获奖项目，挖掘
其最美内涵。

南湖社区花园七村 老旧小区蜕变成垃圾分类“时尚小区”
在南岸区南湖社区花园七村，垃圾分类正成为新的时尚。
说起这个老旧小区的变化，67 岁的张宝源能数出一堆。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开始之后，他一肩挑楼栋长和垃圾分类指导员，一边
监督一边教人垃圾分类。
这只是南岸区开展垃圾分类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南岸
区在五个镇街打造垃圾分类示范点，覆盖居民超过 48.5 万户。

满肚子怨气。居民间经常为甩开垃圾桶起争执，社区工作人员
经常出面调解。
“现在没听说因为垃圾堆放闹矛盾的。”余建说，现在走在小
区里不仅垃圾少了，也能看到居民在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比如有
不少人利用厨余垃圾制作环保酵素。

餐厨垃圾有了流动
“垃圾箱”

5 个租客成小区垃圾分类榜样
南湖社区花园七村是个开放式老小区，为将持续多年的脏
乱差清除，而被社区当做“硬骨头”纳入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
整个小区有 21 栋楼 1156 户，其中 50%左右为外来租户。
垃圾分类工作展开后，社区发动辖区老党员带头参加培训，
结束后上岗当垃圾分类指导员。就这样，67 岁的张宝源成了小
区里 9 个指导员之一。
当垃圾分类指导员的这两个月，他几乎每天早晚 8 点蹲在集
中投放点。作为 14 栋的楼栋长，令他特别骄傲的是二单元 6-1
的租客。这套房子的租客是 5 个女孩，她们习惯将垃圾提前分
类，早上一人提一袋正确投进点位上的 4 个垃圾桶，从来都没有
弄错过。
“租客这样对待很难得，反倒成了榜样。”张宝源说，小区流
动人口多，管理起来难度有点大，很多租客不把小区当家，扔垃
圾只图自己方便。
“这 5 个女孩，小区好多人都看到过，很多人给
她们点赞！”

9 个投放点效果比 43 个点还好
近日，记者在进小区之前看到，大门口贴着一张醒目的垃圾

居民正在分类扔垃圾
分类宣传语。进到小区里，地面上除刚掉下的树叶，几乎看不到
纸屑、包装纸等垃圾。
然而，在垃圾分类开展前，小区里可用“脏乱差”来形容。南
湖社区居委会主任余建告诉记者，过去整个小区有 43 个垃圾桶
点位，可以说每栋楼是“全覆盖”，但是楼栋下往往是垃圾乱甩乱
堆，
地上经常会有一摊湿垃圾。
垃圾分类工作启动后，社区将花园七村小区作为试点之一，
规范小区的垃圾集中投放点。刚开始，余建还担心撤掉垃圾桶
后居民不习惯，会导致楼栋下垃圾堆成山。好在前期的宣传到
位，
43 个点位撤并到 9 个之后，
小区居然更干净了。
以前垃圾桶放在每栋楼下，因为臭气熏天让住在一楼的人

除党建引领和入户宣传，解决餐厨垃圾清运问题，也是南岸
区城市管理局出的关键一招。
在对辖区 115 家餐饮企业、248 家非餐饮企业调查走访后，
召开会议协商并达成由社区统一收运餐厨垃圾减少二次污染的
共识。
记者了解到，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站购买小型电瓶转运车，请
专人对辖区餐厨垃圾进行集中收集、清洗、清运。
“现在灵活多了。”南岸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
举措彻底解决临街餐饮垃圾制造“大户”。过去，商户的餐厨垃
圾由垃圾收运公司处置，收运频率低、次数少，且溢出垃圾桶的
各类餐厨垃圾严重影响临街清洁卫生。
“由社区统一收运餐厨垃圾，减少餐厨垃圾二次污染。”余建
介绍，目前固废垃圾收集站内共配置 3 名专业人员，真正意义上
实现了餐厨垃圾动态清理。
“ 现在辖区餐饮商户只要一个电话，
专业人员会及时上门处理。
”
南岸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全域覆盖的工作
要求，南岸区 103 个公共机构、27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社区、344
家社会企业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同时，全区累计在 5 个
镇街打造示范点，
已覆盖居民超过 48.5 万户。

呼归石花阶公园 两个多月，边坡蜕变为一个花阶公园
在重庆大剧院对岸的南滨路，艳红的山茶花打开花蕊，在冷
风里摇曳生姿，消解着初冬的萧条，一旁的淙淙泉水，淌过石板
后滑下瀑布，
腾起层层浅雾。
你可能不知道，这里曾是一个脏、乱、差的边坡。两个多月
的施工让这里摇身一变，为南滨路再添一处“打卡”地——呼归
石花阶公园。

脏乱差荒坡将变
“打卡地”
呼归石花阶公园位于南滨路东侧，长嘉汇时尚发布中心与
阳光 100 中间地段。这里的小花分布在梯田一样的坡间，虽未
正式开放却迎来游客路边垫着脚尖打探拍照。
孙师傅负责的是景观打造的技术部分。前面大半个月里，
他留意到一个小变化：以前行人都是在马路对面的江边拍照，现
在很多人会穿过人行道，
特地过来拍上好一阵。
这种变化，源于荒坡两个月来的蜕变。
“8 月底刚来施工时，简直是个垃圾山头。”孙师傅说，
“刚开
始就是清理垃圾，
一车一车往外拉。
”
南岸区城市管理局一负责人介绍，根据市政府对主城区
“两
江四岸”
治理方案及城市品质提升相关要求，
在对南滨路沿线高边
坡踏勘中发现，
该地块存在多处危岩裸露，
在雨季存在落石和滑坡

呼归石花阶公园
等较大安全隐患，
且现场藤蔓植物密布、杂草丛生，
环境较差。
在这之后，一个城市的杂乱边坡迎来
“高光时刻”
。

公园有 9 大主题景观
记者现场打探，到花阶公园游玩有三条路可进，最终都会通

向坡顶的呼归亭。
从马路边到坡顶，一路向上有石阶步道，也有缓坡向上的平
整路面，路边的景观像阶梯一样层层向上，有溪流、瀑布、鲜花和
岩石园等，已种下的植被颜色丰富，
相间分布。
“这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开。”孙师傅介绍，现在是山茶花、菊
花等花种的盛开季节，市民冬天来这里也能赏到花。
“ 顶端的呼
归亭下就是呼归石，一旁还耸立着一棵 260 多岁的黑松。
”
据介绍，场地投影面积约为 24820㎡，场地整体竖向高差
46.7m，横向长度为 160m，纵向进深 125m。就是在这样一个
地方，依托立体地势，一共打造了 9 个景观主题：浣花台、看重
庆、清风树影、幻花海、时光道、幻花溪、梦重庆、呼归亭、黄桷密
语。
南岸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呼归石花阶公园景观
设计按照生态修复、情感回归、提质升级、梦幻花园的理念，充分
尊重场地陡坡多维拼接、梯田裸岩石阶的肌理，以梦幻南滨——
浣·花阶为设计主题，采用岩石园、溪流、跌水、花瀑、台地园等复
合设计手法，
在尊重场地多维陡发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春节前会正式开放。”该负责人表示，拾级而上、步移景异
的呼归石花阶公园，有望成为南岸区园林魅力会客厅（新地标）
和重庆市两江四岸风景线（靓平台）。

论语公园 打造“儒家景观”变文化地标
在南岸区涂山镇福民社区的一个公园里，一块块石板上刻
有不少经典章句。与别的公园以闲坐、散步不同，这里透着一股
子文化气息，
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
一些大人带着小孩闲逛时，
会有意识地为孩子轻声朗读经典
章句，
试图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一粒弘扬和汲取传统文化的种子。
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南岸区在涂山镇打造了一个特别的
公园。这个公园因经典著作《论语》而命名为“论语公园”。在
“发现重庆之美”参选的 44 个最美社区游园中，论语公园因打造
的文化景观与众不同，最终获得的点赞量超过 60 万人次夺得点
赞量第一。
据介绍，论语公园占地 51.5 亩，包括孔子圣迹图、论语集锦、
五常研习、六艺展示、经典章句五大板块。
“孔子圣迹图”主要介绍孔子生平最重要的成长节点；
“论语
集锦”为大家还原《论语》中最为经典和有画面感的片段；
“ 五常

涂山镇论语公园

研习”通过解仁、义、礼、智、信五个汉子，让人把握儒家思想核
心；
“六艺展示”连通礼、乐、射、御、书、数“古六艺”和耕、读、居、
养、礼、乐“新六艺”；
“ 经典章句”摘选了《论语》中的名言警句。
此外，
公园里也有《大学》
《中庸》
《孟子》的经典章句。
“论语公园，不仅仅是居民休闲散步的场所，还是社区又一
重要的文化传承阵地，将造福后代子孙……”市民熊海铭说，他
曾为此撰写《论语公园赋》。
公园里的孔子铜像，已被细雨冲刷得锃亮，显得更加肃穆与
和蔼。
“ 对于周边长大的小孩来说，这算是提前认识和了解孔子
的地方。”
市民李静说，
“在这里能让孩子从小感受到国学气氛。
”
此外，论语公园有绿地也有繁花，居民杏坛亭里聚会，石凳
长廊中喝茶，在自然美韵打底下，集运动休闲、读书明理、亲子共
学、社区教育、文化活动为一体。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