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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演出信息
重庆大剧院大剧场

德国汉堡节日交响乐团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14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

480/680/880元
演出单位：德国汉堡节日交响乐团

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演出时间：1月16、17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

480/680元
演出单位：俄罗斯芭蕾舞剧院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袁范版
演出时间：1月19、20日 19∶30
演出票价：180/280/380/580/

680元

云瑚音乐厅
意大利钢琴家瓦妮莎·贝纳利·

穆塞勒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元
演出单位：瓦妮莎·贝纳利·穆塞勒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姑苏谐韵”滑稽戏巡演 国家
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苏
州市滑稽剧团 校园滑稽戏《青春
跑道》

演出时间：1月14日 19∶30
演出票价：60/80/100元

【小橙堡】经典童话人偶剧《小
红帽》

演出时间：1月21日 10∶30/15∶30/
17∶30

演出票价：50/80/120/180/240元

套票：200（120*2）/300（180*2）/
400（240*2）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一剪梅”经典歌曲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19日 19∶30
演出地点：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红梅报春”经典歌剧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地点：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施光南大剧院

大型多媒体3D亲子音乐剧《阿
拉丁与神灯之沉睡精灵》

演出时间：1月23日 19∶30
演出地点：施光南大剧院
演出票价：50/100/150元

重庆川剧艺术中心
“龙凤呈祥”大剧院

川剧《江姐》
演出时间：1月12—14日 19∶30
演出票价：180/280/3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点

击进入微商城购票

➡1月12日，记者从市物价局获悉，根据国家发改委统一安排，从1月13日
0时起，我市成品油价格上调。其中92号汽油每升涨0.14元。本次上调后，我市
国五标准92号汽油零售价格，由之前的6.91元/升涨至7.05元/升；国五标准95
号汽油价格，由之前的7.30元/升涨至7.45元/升；国五标准0号柴油价格，由之
前的6.53元/升涨至6.68元/升。 （记者 白麟）

成品油价格上调 92号汽油每升涨0.14元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赵
杰 刘欣伟）由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
研究院承担的便携式快速成型防护装
具研制重点科研项目，近日通过专家
委员会鉴定和审查。

据介绍，该型装具历经3年集智攻
关，经军地6家权威机构检验合格，先后
完成戈壁荒漠性能试验和边防部队试
点应用，为有效提高单兵未来战场遂行
作战任务能力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
助推我军单兵防护技术迈上了新台阶。

该型单兵防护装具实现制式化模

块化装配，适用于掩体挖掘困难、暴露
特征显著的荒漠、雪地、林地等地区，
配套1个携行包和1个运输包，展开
后可以满足单兵作战需求。

“快速取出地布、搭设结构骨架、
展开防弹层、平铺伪装面层……”在西
北边陲某地，两名士兵从100米外运
输两套便携式快速成型防护装具到全
部进入战斗状态仅用时12分钟。经
过战场演练试用，该装具适合单兵运
输，携带方便，能够快速完成展开和撤
收作业。

我军便携式快速成型防护装具研制成功

助推我军单兵防护技术迈上了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
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2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欢迎外国
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同时在华经营的
外国企业也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

有记者问，近日，万豪酒店集团在
其会员邮件和手机应用软件注册页面
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国家”。目前中
国多个部门已对万豪酒店采取措施并
立案调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方有关部门已经对此
作出了处理，你所提到的这家企业负
责人也已公开致歉。我想强调，香港、
澳门、台湾、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
是客观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他表示，中方欢迎外国企业来华
投资兴业，同时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
也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
情。这也是任何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
兴业、开展合作最起码的遵循。

外交部

在华经营外国企业
应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警方解读我市2018年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除夕至元宵主城十区可在限
制燃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

●在八类禁放地燃放，处100-
500元罚款或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

●不得向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销售

●携带烟花爆竹不得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否则没收并罚款
200-1000元

今年我市主城八类区域和场所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市、区国家机关办公区域；
●车站、码头、机场、轨道和站点、商场
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重要军事设施、仓库；
●文物保护单位；
●加油（气）站等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

场所及其周边100米范围内；
●医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
●教学、科研单位的办公、教学、科研
场所及学生宿舍；

●主城各区人民政府及两江新区管委会
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区域
和场所。

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枪爆支队烟花爆竹专管民
警介绍，如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
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
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公安部门将责令停止燃放，
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八类禁放地

燃放烟花爆竹将被处罚

③③

机构名称：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彭水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王伟
机构编码：00011050024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县汉葭街道渔塘居委汉关路13号一层附4号、5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县绍庆街道滨江社区滨江路179号香江国际港湾A区-1-1，-1-2，-1-3，-1-4
成立时期：2014年03月12日
邮政编码：409600 联系电话：023-78811717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

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1月05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周松）春节临近，烟花爆
竹进入经营销售旺季。为有效防范公共安全
风险，保障市民人身财产安全，1月12日，市公
安局治安总队对日前我市发布的《关于加强
2018年春节主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的通告》
作了细致解读。

除夕至元宵主城十区可在
限制燃放区域内燃放

按规定，2018年2月15日至3月2日每日
上午7时至次日凌晨1时，渝中区、大渡口区、
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
渝北区、巴南区、两江新区城区，可以在限制燃
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限制燃放区域以各
区县公布为准。

不得向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

烟花爆竹从2月13日至3月2日实行专营
定时定点销售，按药量及危险性分为A、B、C、
D四级，本市允许专营销售点销售和个人燃放
的为C级和D级产品中的喷花类、旋转类、玩
具类（烟雾型、摩擦型除外）、爆竹类（“土火炮”

“大夹小”“炮中炮”爆竹产品除外）、升空类（火
箭、旋转烟花产品除外）、组合烟花类6类。

禁止销售和燃放礼花弹、架子烟花、小礼
花、吐珠烟花产品和单发火药量大于25g、内
径大于30mm的内筒型组合烟花等专业燃放
类产品，以及擦炮、摔炮、药粒型吐珠产品。

违反相关规定的，将由相关部门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临时销售许可证，并
在5年内不得再次向其发放临时销售许可证。

民警强调，因燃放烟花爆竹存在安全风
险，故临时销售点不得向14周岁以下的未成
年人销售烟花爆竹，违反规定将被处以50元
以上100元以下罚款。同时，14周岁以下未成
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
年人看护。

携带烟花爆竹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要罚款

据介绍，未取得公安机关焰火燃放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大型
焰火燃放活动，违反规定，将由公安部门责令
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和个人处1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
生产、销售、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对未
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
门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处1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
法所得。

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携带烟花爆
竹搭乘公共汽车、轨道交通车辆等公共交通工
具的，或者邮寄烟花爆竹以及在托运的行李、
包裹、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没
收非法携带、邮寄、夹带的烟花爆竹，并处200元
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
开……”一曲《红梅赞》，一部不朽的红色
经典，江姐这位忠贞英勇的巾帼英雄，是
共和国几代人心中永远的记忆。1月12
日晚，由重庆市川剧院倾力打造，中国戏
剧“三度梅”获得者、重庆市文联主席沈
铁梅领衔主演的现代川剧《江姐》，在重
庆川剧艺术中心开启全国首演。精彩
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集结国内优秀主创团队

现代川剧《江姐》取材于小说《红
岩》。1949年春，江姐奉中共重庆市委
指示去华蓥山工作。途中，看到丈夫遇
害的告示及烈士头颅，深受震动，悲愤
难忍，但为完成党的嘱托，她强压悲愤，
继续上山，与双枪老太婆一道，劝阻华
蓥山游击队员欲与敌人硬拼的计划，后
回到丈夫战斗过的地方深入开展革命工
作。一次接头中，江姐不幸被叛徒甫志
高出卖，落入敌网。被捕入狱后，她受尽
酷刑，但仍然坚守一个共产党员不屈不
挠的精神和意志，同敌人展开斗争，最后
在敌人覆灭前夕，惨遭杀害，英勇就义。

“现代川剧《江姐》是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论述，受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资助，集结国内优秀的主创团队倾力
打造的。”重庆市川剧院相关负责人说。

上世纪60年代，川剧《江姐》曾风
靡一时。现代川剧《江姐》集结了国内
优秀的主创团队，除了中国戏剧表演艺
术最高奖——梅花奖的三次获得者沈
铁梅领衔主演“江姐”外，大汉奸甫志
高、沈养斋也分别由梅花奖获得者孙勇
波、胡瑜斌主演。

全场观众站起来合唱《红梅赞》

昨晚7点半，演出正式开始。身穿
旗袍、外披斗篷的沈铁梅版“江姐”跨步

走上舞台，一声清脆的嗓音，赢得全场
观众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沈铁梅更是用“金嗓子”征
服了现场观众。目睹自己丈夫去世，沈
铁梅用神态表达了“江姐”的悲伤；在狱
中和姐妹一起绣红旗，沈铁梅用铿锵的
唱腔表达了一位共产党员大无畏的精
神；面对反动派的铁拳和拷打，“江姐”
用眼神传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反动派
的蔑视和不屈不挠；当印有无数英烈名
字的党徽背景幕布升起时，沈铁梅满怀
深情，唱起响彻巴渝大地的《红梅赞》，
她雕塑般的站姿、炯炯有神的眼睛，将

“江姐”的从容和坚强完美演绎。熟悉
的旋律响起，全场观众自发站起来和她
一起唱《红梅赞》，缅怀那段激情难忘的
岁月和永垂不朽的英烈。

传统艺术与现代元素融合

该剧在继承老一辈创作思维和艺

术手段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音乐、舞
蹈元素，巧妙运用了声光电等形式，力
求表演、音乐、服装和舞美都展示出全
新的面貌，为观众呈现了一台唯美的视
听盛宴。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舞
台上的朝天门、嘉陵江、岩石、牢房等
背景非常生动，而这都得益于灯光的
作用。

“剧种不一样，光的表现形式也不
一样。为了保持重庆的地域特色，突出
鲜明的巴渝风貌，我们运用现代科技手
段，将光束变形，投影出这些代表重庆
特色的建筑，使其更加逼真，贴近时
代。”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灯光设计邢
辛说。

剧中，“江姐”的服装不仅有白围
巾、红罩衫、阴丹士林蓝袍，还有漂亮的
旗袍。多次担任大型演出服装设计的
张晔说：“‘江姐’除了是一个革命英雄

人物，她也是一个女人，我们想通过服
饰的变化传达她内心的情感。”

受到老中青三代的喜欢

昨晚的剧场座无虚席，戏开场两小
时前，剧院外就已经站满了戏迷。

来自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专业的大
四学生刘彦余说，她是专为“江姐”来
的，因为小时候课本里的“江姐”给她
留下了深刻印象。看完演出，她说，

“江姐”被演活了，她发自内心钦佩和
喜欢。

40多岁的王先生说：“我是一名共
产党员，也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红
岩精神、《红梅赞》都特别熟悉。早就应
该把川剧《江姐》搬上舞台了。”

据悉，13、14日该剧还将在重庆川
剧艺术中心持续上演。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观看昨
晚的演出。

阔别山城舞台阔别山城舞台4040多年后多年后

现代川现代川剧剧
《《江姐江姐》》首演首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任雪萍任雪萍

①①

②②

图①②③：1月
12 日晚，国家艺术
基 金 2017 年 度 资
助项目川剧《江姐》
在重庆川剧艺术中
心首演。图为演出
场景。
记者 熊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