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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天津 5 月 15 日电 （记
者 尹思源）五月的七里海，草木竞
秀，百鸟云集。一百年前，于方舟就是
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也曾在这里躲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1900年9月
15日生于直隶省宁河县（现为天津市
宁河区）俵口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
时，母亲常给他讲述林则徐、关天培等
抗英故事和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英勇事
迹，使他受到了反帝爱国的启蒙。

1917年秋，于方舟考入天津直隶
省第一中学。中学时期，于方舟面对
神州破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况，自警
道：“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
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
逆？”遂以“方舟”为名，以此自奋，愿做

“渡人之舟”，把祖国人民从水深火热
中拯救出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于方舟立
即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洪流。
他组织“学生救国团”，任团长，并先后
当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天
津市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9月，他倡
导组织了进步团体“新生社”，创办了
《新生》杂志。

1920年1月29日，于方舟与周恩
来等率天津爱国学生千余人赴直隶省
公署请愿，要求政府释放此前被捕的
爱国人士。学生的正义行动遭到军阀
当局的野蛮镇压，于方舟与周恩来、郭
隆真等请愿代表被捕入狱。在狱中，
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同敌人进行了
坚决的斗争。在全国舆论和天津各界
群众声援下，于方舟等人被反动当局
释放。

获释后，学校以宣传“过激主义”
的罪名开除了他的学籍。回到家乡，
面对广大农民终日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挣扎的惨状，他开始深入到劳动群众
中去，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进行革
命斗争。为启发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
争，他用易于被农民接受的歌谣形式，
编写破除迷信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
在他的启发引导下，当地农民的政治
觉悟不断提高，有些农民自发组成请
愿团，到县政府请愿，逐步走上革命斗
争的道路。

1921年暑期，于方舟化名于绍舜

考入南开大学，研究马克思学说并组
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于
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
团天津地区执行委员会，任委员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于方舟代表直隶
省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
补委员，并任直隶省党部执行委员。
同年，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区委领导下，
主持成立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
会，任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确立了
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各
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10月，北方局
制定了《北方暴动计划》，决定在京津
地区发动大暴动。于方舟以中共顺直
省委组织部部长身份领导了冀东第二
次玉田暴动。在战斗中起义部队遭到
反动民团包围，分散突围时在丰润县
河流沙地区被敌人包围，不幸被捕。
1927年12月30日晚，于方舟被敌人
杀害，年仅27岁。

于方舟是天津五四运动杰出的领
导者之一，也是天津早期党团组织的
重要负责人。南开大学于1984年10
月17日建校65周年之际，在图书馆与
新开湖之间的空地上修建了于方舟烈
士纪念碑，以缅怀他在革命中做出的
贡献。

于方舟：为有牺牲多壮志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5月14
日，为期5天的渝北区直机关2018年
度第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开班，
近180名学员参加了学习。

“近年来，渝北地区申请入党人数

和入党积极分子人数明显增加，党的凝
聚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据渝北区直
机关工委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培训的课
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理论学习，
也有党性实训，还有成果检验考试。

渝北区直机关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开班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5月15日选举王文涛为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
（据新华社）

王文涛当选黑龙江省省长

他是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得意
门生、木心美术馆总设计师林兵，他是
德国红点奖金奖得主、连续8次入选英
国安德马丁室内设计年度大奖华人50
强的张清平，他是设计界的超级网红、
电视剧《欢乐颂》女主角安迪办公室的
设计师黄全……

5 月 14 日，由旁观者美学院、
《WATCH旁观者》设计财经杂志、金
瓦奖组委会主办的金瓦奖（亚洲）设计
思想节在重庆大剧院举行，林兵、张清
平、黄全、林伟明、胡腾5位设计大师山
城“论剑”，分享了他们的设计理念。

他是贝聿铭的得意门生
设计了“最文艺”的木心美术馆

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得意门生
林兵在演讲中说道：“建筑不只是外壳，
而是可以让人走进去感受它的内涵，融
入文化的设计是为了体现城市的建筑
表情。”

木心美术馆，是林兵与同是贝聿铭
弟子的冈本博共同设计。林兵此前还
曾跟随贝聿铭一起参与了苏州博物馆
的设计。

设计之初，他们就打算通过物理空
间的塑造，带领游客进入木心丰富的艺
术世界。于是，如何通过建筑的形式展
现木心的文字和画笔勾勒的空间，成为
了设计最重要的出发点。

木心美术馆的设计仔细考虑了博
物馆的选址和位置，“在乌镇，人们可以
感受由数百年历史的古老运河、街道、
市场、院落、古桥以及游廊组成的密集
景观。我们从这座千年水乡的城市肌
理里受到启发，美术馆本身也充满了交

叉体验式的环境。”
2011年，病榻中的木心，见到美术

馆设计稿时，喃喃道：“风啊，水啊，一顶
桥。”

2015年，木心美术馆正式开馆，即
被誉为“中国最文艺的美术馆”。建成
后的木心美术馆，临水而立，以修长的、
高度现代的极简造型，跨越乌镇元宝湖
水面，与水中倒影相伴随，回应了木心
高度概括的话语。

他是德国红点奖金奖得主
希望在重庆也建一个乐乐书屋

来自台湾的设计师张清平的演讲
主题是“美好关系”，这位德国红点奖金
奖得主在台湾实施了一系列关于阅读
的项目。

张清平说，建筑是可以与自然、与
人发生美好关系的。他在台湾做了一
个“公园书席计划”，在公园的树上、绿
地上设计出一个个造型特别的书席。
书席里陈列的书籍，读者可以拿走，同
时，读者也可以把自己认为的好书放在
这里，用于交换，“人与人之间通过书席
发生了美好关系。”

去年，张清平在台湾设计了一家乐
乐书屋。在乐乐书屋里，有一棵老榕
树。张清平希望通过榕树将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记忆串连起来。同时，榕树在
整个空间中串连一层与二层，延伸室
外、引入自然，连接人与空间、人与自然
的关系。

张清平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希
望在重庆也建一家乐乐书屋，所读的
书、喜欢的设计、想与朋友交流的事物
都可以放在乐乐书屋里。

他是设计界超级网红
《欢乐颂》里的办公室不是

最优秀的作品

以“海派东方”设计享誉国内外的
黄全压轴出场，这位80后设计师被称
为“设计界超级网红”。

黄全和团队设计过电视剧《欢乐
颂》中女主角安迪的办公室，这位都市
精英的办公室，因为突破了大众对办
公空间的刻板印象，着实火了一把。
但在黄全眼里，这并不是他最优秀的
代表作，不值得过分渲染。而去年热
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男主角贺
涵的办公室，也是出自黄全和他的设
计团队。

黄全说，他们做的办公项目因为电
视剧在里面拍摄火了，但是他并不想被
贴这个标签。因为办公只是他们业务
板块里非常小的一块，他们会在不同类
型的项目里面寻求不同的设计原点。

黄全提倡“海派东方”的设计理念，
他认为真正的“中式之美”，是在文化的
接纳中、在耳濡目染的美感意识中，在
光与影的世界，借助场域本身的力量和
特定手法，为空间输入生命力。

“G-ART-幸福里”是黄全“海派
东方”理念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
始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建筑经
过改造之后，成为“上海最美的屋顶会
所”。

黄全在重庆的项目——亚洲首个
悬崖会所于去年在九龙坡落地。整个
会所空悬而立，带来极佳的俯瞰视野。
接待台两侧高耸的柱体和书架则是古
典文化中诗书传家的最佳诠释。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14日电 世界
卫生组织14日发布名为“取代”的行动指
导方案，计划在2023年之前彻底清除全
球食品供应链中使用的人造反式脂肪。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一份声
明中说，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政府采用

“取代”计划，从食品供应链中彻底清
除人造反式脂肪，这将是“全世界防治
心血管疾病的一次重大胜利”。世卫

组织“取代”计划包括对停用人造反式
脂肪进行立法。

统计数据显示，反式脂肪每年在
全球导致50多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人造黄油等植物脂肪中含有反式脂
肪。由于能让食物的保质期更长，反
式脂肪在一些零食、烘焙及煎炸食品
中很常见。使用健康的替代品并不会
影响食物的口感及成本。

世卫计划5年内全球停用人造反式脂肪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5月1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获悉，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重庆管理
处已在该馆挂牌。

据了解，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物局已先后
在重庆、上海、山东等地设立了21个文
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该管理处旨在按
照《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承担该地口岸文物进出境登记、

审核、鉴定及认定等工作。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重庆管理处

在三峡博物馆挂牌，无疑标志着重庆文
物管理已进入国家标准。”市文物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重庆和世界各地经

济文化交流不断增强，文物进出境日益
频繁，设立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无疑有
助于完善重庆文博工作体系，推动重庆
文物建设科学发展。

据了解，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重庆

管理处目前已拥有5名文物进出境审
核责任鉴定员，涉及书画、金属器、陶瓷
器、玉石器和杂项五个类别。这些鉴定
员会对经由重庆口岸出境的文物进行
审核，防止珍贵文物流失。

三峡博物馆设立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重庆管理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5月
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新闻发布中心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5·18”国际
博物馆日至6月9日第九届重庆文化遗
产宣传月期间，我市各大博物馆将推出
56个专题展览。

三峡博物馆在博物馆日当天，将推
出“风流清逸 萧疏奔放——吉林省博
物院藏‘南张北溥’书画特展”，展出张大
千、溥心畬的80多幅书画作品；红岩革
命历史博物馆将推出“千秋红岩——中
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列”和“重庆革命
文化遗迹掠影展”，展现红岩精神。此
外，重庆自然博物馆的“科学魂 强国
梦——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历史陈列
展览”、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大足石刻
历史影像展”、龙的博物馆的“具象·抽
象——余友涵个展”等，将为广大市民
奉上文博盛宴。

据了解，宣传月期间，重庆还将推出
17项文化惠民活动和43项走进文化遗
产活动。届时，湖广会馆等将实行门票
减免优惠，红岩联线等推出免费讲解活

动，市民还有机会走进考古现场，感受考
古的乐趣。

重庆市文化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博物馆日重庆主会场设在万州区的重
庆三峡移民纪念馆，这是主会场活动首
次走向区县。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三
峡移民纪念馆目前有“傩魂神韵——中
国傩戏·傩面具艺术展”和“千峰翠
色——万州区博物馆青瓷器展”两个临
展展出，都是6月30日闭展。重庆文化
遗产宣传月期间，该馆还将推出“全市博
物馆‘镇馆之宝’展”等专题展览。

重庆文化遗产宣传月期间

我市各大博物馆将推出56个专题展览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5月
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
我市已启动第四批中青年医学高端后
备人才选拔，符合条件的人选可于5月
21日前申报。

本批共计划选拔培养40名医学高
端后备人才，其中20名培养周期为3
年，20名培养周期为2年。

培养周期为3年的，将采取1年国
外培养加2年国内培养方式。其中1
年国外培养机构主要为美国、德国等
世界一流医疗机构及科研院所，以临
床进修学习为主，临床实践与科研、教
学相结合，主要学习掌握本专业国际

领先新技术、新进展、新理念和发展新
动态；2年国内培养机构为卫生计生委
及后备人才所在单位，主要支持后备
人才开展临床新技术、学术研究及团
队建设等。

培养周期为2年的，采取直接进入
2年国内培养方式。通过此培养方式
的，须具有国外连续1年及以上学习工
作经历。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的一线中青年
卫生专业技术骨干，尤其是长期在医
疗卫生第一线工作、技术精湛、业绩突
出、同行认可的技术骨干不受报考条
件限制。

重庆启动第四批
中青年医学高端后备人才选拔

本报讯 （记者 周尤）5 月 1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
队获悉，为有效预防及控制重特大交通
事故发生，进一步加强面包车安全管
理，即日起，重庆交巡警将针对面包车
非法改装、超员、超载、超速等重点违法

行为，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加
强路面管控。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主要
针对面包车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
多次违法未处理、非法营运、超员、超
速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以缉查布控

为主导，源头数据分析研判为辅助，强
化多点、多层级实战联动，同时加大交
通监控指挥中心视频监控网上巡逻频
次，加强对重点道路、交通枢纽、交通
节点公路的视频巡查和路面勤务指挥
调度。

针对农村地区面包车违法行为，交
巡警总队将充分运用农村大喇叭、劝导
站、流动宣传车等设施，按时按量进行
播放。同时，依托驾驶员短信推送平
台，定期向驾驶员发送安全提示信息。
据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在一
个记分周期内有2次以上超速、酒驾、
超员、逆行等严重违法行为的面包车驾
驶人，相关部门还将开展“点对点”警示
教育，提升教育震慑效果。

重庆交巡警开展面包车违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

机构名称：安诚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机构负责人：王重阳
机构编码：2100200000008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63号9-1、11-1
发证日期：2018年03月13日
邮政编码：400021 联系电话：023-63838876
业务范围：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

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2年03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于方舟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位于长江之滨的重庆三峡移民
纪念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供图）

张
清
平
在
分
享
自
己
的
设
计
。

（
本
组
图
片
均
由
记
者
兰
世
秋
摄
）

林兵在介绍木心美术馆。

黄全分享自己的设计理念。

贝聿铭的弟子
德国红点奖金奖得主
80后超级网红设计师

……

设计大师山城“论剑”
本报记者 兰世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