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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场地越野锦标赛总决赛于12月15日在重庆璧山正式开
赛。40余支专业赛车队伍、100多辆赛车在赛场“撒野”。（记者 王伟）

2017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总决赛激情开赛

➡12月15日，第十届“巨成杯”中老年乒乓球赛在重庆市体育馆拉开帷
幕。从即日起到12月17日，90余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将在此展开激烈
的角逐。 （记者 黄琪奥）

第十届“巨成杯”中老年乒乓球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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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婧）16年前，一部
叫《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电视剧火遍大街
小巷，如今，剧中演员再次携手展现岁月
的力量。12月15日，由知名演员孙海英、
吕丽萍主演的贺岁话剧《独自温暖》在国
泰艺术中心上演，剧中花甲老人丰富的内
心世界给重庆观众带来了冬日的温暖。

剧中，吕丽萍扮演的老妇人言辞犀利
幽默，孙海英扮演的司机老楚，以及作为
成功人士的儿子、叛逆的孙女，都有符合
各自身份的幽默感。比如，儿子在埋怨母
亲刻薄时对老太太说：“妈，您不能扮演鲁
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同时，还客串祥林
嫂。”剧中耐人琢磨、引人发笑的金句频
出，犀利幽默地讽刺了不少社会现象。

在昨日的演出中，台下笑声、掌声不
断。导演王延松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剧
想传递给观众的就是：珍惜当下的拥有。”

据悉，12月16日、17日，该剧还将在
国泰艺术中心演出两天。

贺岁话剧《独自温暖》登陆国泰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2

月15日晚，由德普外国语学校国际
高中部学生自导自演的话剧《恋爱
的犀牛》，在国瑞303艺术剧场开
演。年轻演员们用真情实感对人性
思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打动了现
场观众。

由著名导演孟京辉执导的《恋
爱的犀牛》是中国著名先锋话剧，
自1999年上演至今，已被改编成
无数个版本。“相比专业演员，学生
们的表演还比较稚嫩。但通过这
种方式，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陶
冶他们的情操，培养他们的动手能
力，这才是最重要的。”该校相关负
责人说。

据了解，德普外国语学校开设
有话剧选修课，学生们已排练数个
经典话剧节目。

中学生版先锋话剧
《恋爱的犀牛》首演

12月15日，“水墨金秋”国画展在位于九龙坡区黄桷坪的108老教授美
术馆举行。此次展览是第二届重庆文化惠民消费季的活动之一，展出了何
意富、曾令富等23位重庆国画家的70余件作品。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18
年1月15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记者 兰世秋 熊明 摄影报道

“水墨金秋”国画展开幕
展期1个月 免费对公众开放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2月
15日，市公安局发布消息：12月24
日、25日、31日，警方将对渝中区、
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九龙坡
区的部分区域实施交通安全管控。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2
月24日、25日、31日19时起，轨道
1号线不停靠渝中区小什字站、较
场口站、七星岗站、两路口站，沙坪
坝区小龙坎站、沙坪坝站；轨道2号
线不停靠渝中区较场口站和临江门
站；轨道3号线不停靠渝中区两路
口站，江北区华新街站、观音桥站、
红旗河沟站；轨道6号线不停靠渝
中区小什字站，江北区大剧院站、红
旗河沟站，南岸区上新街站。

此外，管控区域内商场将提前
1 小时停止营业。充气棒（剑、
锤）、雪花罐、氢气球等易燃易爆及
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物品禁止带
入管控区；禁止无人机等“低慢小”
航空器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非
法飞行。

管控区域为渝中区解放碑步行
街，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沙坪坝区
三峡广场、大学城熙街，南岸区南坪
步行街，九龙坡区杨家坪步行街。

12月24日、25日、31日10时
至次日凌晨2时，管控区域占道停
车位禁止停放车辆，商业配建停车
场（库）禁止临停车辆停放。18时
起，减量控制进入渝中区商圈、江
北区商圈、南岸区商圈、九龙坡区
商圈、沙坪坝区商圈等运营公交车
辆和社会车辆数量。20时起，东
水门大桥、千厮门大桥进入渝中区
方向禁止车辆及人员通过；两路
口、一号桥路口、长江大桥北桥头、
凯旋路路口、棉花街下口禁止除不
载客公交车以外的车辆驶往解放
碑方向；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
区、九龙坡区将根据商圈适时交通
流量，对进入商圈的机动车辆实施
临时控制。

该负责人提醒，实施交通管控
当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道
路交通实际状况，适时采取扩大控
制区域、延长控制时间等措施，保障
交通安全、有序、畅通；遇交通高峰
时段，交巡警将优先保障公交车辆
通行。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计
划，服从交巡警及交通协管人员的
指挥和引导，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

12月24日、25日、31日主城部分区域实行交通管控

解放碑、观音桥等多处步行街
将成管控区域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2月17
日，在由重庆日报主办的高参小提琴音
乐会上，高参将拉响一把拥有400年历
史的梦幻之琴，演奏贝多芬唯一的小提
琴协奏曲作品，以此向这位伟大的音乐
家致敬。12月16日，是贝多芬的诞辰纪
念日，而那把琴则是为数不多保留下来
的贝多芬本人聆听过的小提琴。这是重
庆日报记者12月15日获得的消息。

“这是一把有400年历史的小提
琴。”高参介绍，音乐会上，他将携带由
斯特拉迪瓦里名琴协会特别赞助的
1617年阿玛蒂小提琴演奏，这把珍贵

的小提琴由于其背板完整保留了欧洲
罗伯克维兹亲王家族的原始火漆而闻
名，在近400年间被琴界称为“梦幻之
琴”，也是为数不多保留下来的贝多芬
本人聆听过的小提琴。

“这场小提琴独奏会是一场重量级
的音乐会。”重庆市知名艺术评论家黄
波称，音乐会上，高参将演奏维瓦尔第
《四季》串烧、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
曲、科恩戈尔德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
多首观众耳熟能详的小提琴曲目。

“12月16日是贝多芬的诞辰纪念
日，用贝多芬听过的小提琴奏响乐章显

得特别有意义。”黄波介绍，贝多芬D大
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06年，是贝多
芬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被认为是
所有小提琴协奏曲中最伟大和动容的一
部，历来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
这部作品规模宏大，庄严雄伟，同时旋律
柔美、格调高雅，颇具王者风范，与勃拉
姆斯、柴科夫斯基、西贝柳丝的小提琴协
奏曲并称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

安东尼奥·维瓦尔第是巴罗克时期
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也是
当时享誉欧洲的音乐家，其作品《四季》
大约作于1725年，描述的是自然界清晰

分明的四个季节，音乐生动、画意盎然，
栩栩如生地描摹出春夏秋冬的诗意场
景。这套协奏曲是维瓦尔第最为著名的
作品，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和喜爱。

科恩戈尔德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用音乐语言描绘出20世纪上半叶美国
社会富足、繁华、奢靡的生动景象，同时
也体现出华丽的“好莱坞加维也纳”的
音乐风格。这是科恩戈尔德小提琴协
奏曲在重庆的首次公演。

此外，音乐会上高参还将演奏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人们耳熟能
详的作品。

高参将用梦幻之琴高参将用梦幻之琴
演绎贝多芬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演绎贝多芬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

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正在排练节目。 （受访者供图）

演出现场。 （重庆演艺集团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为深入实
施“双一流”高校建设，推动重庆市高等教
育分类发展、内涵式发展和服务能力的提
升，12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
悉，重庆市出台了《关于促进普通高等学
校分类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以促进重庆市高校优化结构、内涵式发
展。全市高校将分四类发展，到2020年
重点建设综合研究型高校2至3所，四个
类别也将分别推出一批示范校高校。

据了解，《意见》由市教委、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四部门联合印
发，以引导重庆市高校准确定位，在不同
层次、不同领域争创一流，增强高校服务
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意见》主要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教育
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
的意见》等文件制定。”市教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意见》以国家和重庆重大战略发展
需求为引领，以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内涵
发展、特色办学，全面提升重庆高等教育
整体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目
的，从而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步伐。

重庆日报记者翻阅《意见》发现，文件
将重庆市高校分为综合研究型、应用研究
型、应用技术型和技能技艺型四种类型，
并明确相关发展目标和要求。

其中，综合研究型高校以建设世界一流
或高水平大学为目标，其以服务国家发展战
略、地方重大需求和引领社会发展，以原始
创新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重点。

应用研究型高校以建设行业一流、地方
一流为目标，以应用性研究和培养卓越人才
为重要任务，重点围绕行业产业需求与重庆
市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服务。

应用技术型高校则以转型发展为目
标，以应用型技术专业建设为重点，以应
用型技术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加强产教
融合，不断创新产教协同、校企共同育人
模式，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技能技艺型高校主要以创建国家级
优质高职院校为目标，以服务产业企业发
展和促进就业为导向，以培养从事生产管
理服务一线的技能技艺型人才。

根据《意见》要求，各高校还将根据自
身发展类型，进一步确立人才分类培养目
标、学科专业分类建设、实践教学分类改

革，以及科学研究模式、考试招生改革、教
师的分类发展等。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为更好地推进
高校分类发展，重庆市还将建设一批示范
性高校。到2020年，将重点建设综合研
究型高校2至3所，应用研究型示范高校
3至5所，应用技术型示范高校4至6所，
技能技艺型示范高校12至15所。

“示范性高校大约占各类预设高校总
数的40%。”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教
委及市级相关部门将通过开展高校分类
发展的建设工作，引导高校合理定位，探
索建立差异化资源配置的机制。预计到
2022年，重庆市将基本建成与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相适应、类别明确、结构优化、定
位准确，具有重庆特色的高等教育分类发
展体系。

重庆市高校将分四类发展
分为综合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和技能技艺型四种类型

2020年重点建设综合研究型高校2至3所

本报讯 （记者 夏婧）重庆历史名
人的家教、家风是怎样的？哪些值得我们
学习？12月15日，重庆历史名人馆举办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重庆历史
名人精神”系列活动，其征集到的重庆历
史名人“家庭、家教、家风”征文也集结成
册。科学家侯光炯院士从不打骂子女、教

育家陶行知教育子女学做“真人”……28
位重庆历史名人的家教、家风首次集体呈
现在众人眼前。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重庆历史名人
优秀“家庭、家教、家风”征文选集》一共
152页，里面记录了侯光炯、聂荣臻、陶行
知、黄炎培、董必武等名人的家教、家风故

事。比如，《院士侯光炯的家庭教育》一文
中写道，侯光炯从来没有打骂过子女，有
一次儿子侯孝祖犯了错，侯光炯拿起竹尺
子抽打在他自己的大腿上，并说小孩子犯
错，就是父母犯错，父母应该代替孩子接
受惩罚。从此以后，侯孝祖再也不敢犯这
样的错误了。

重庆历史名人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征集，让重庆历史名人的优秀
家教、家风可以代代传承，“中华民族传统
家庭美德需要传承下来，每一个家庭都可
以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
重要基点。”

据悉，今年是重庆历史名人馆建
馆 10 周年，昨日，市文史馆组织馆员
创作了诗词、书法、绘画作品 55 幅在
重庆历史名人馆展出。同时，重庆历
史名人馆还举办了“重庆历史名人馆
建馆 10 周年成果展”，进一步挖掘整
理和展示宣传重庆历史名人文化和
精神。

重庆历史名人馆建馆十周年

首次公布28位重庆历史名人家教、家风

12月15日，两江新区金渝学校，优秀少先队员辅导员正在大赛现场赛
课。当日，重庆市第八届少先队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落幕。本次大
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团市委、市教委、市文化委等七部门联合主
办。来自重庆市各区县的近40名优秀少先队员辅导员选手登台亮相，经过
现场赛课和少先队基本知识问答两个环节的激烈角逐，最终由赵冬梅、谢
心灵、徐治飞、伍莹等10位辅导员夺冠。 记者 万难 摄

第八届少先队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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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濛昀）12月
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农委获
悉，首届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技能竞赛落下帷幕。经过3个月
的角逐，共评出两位市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及个人奖一等奖4名、二
等奖 8名、3等奖 12名，团体奖 6
名、优秀组织奖5名。

本次大赛共历时3个月。举办
目的在于加强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能力，充分调动从业人员
爱岗敬业、钻研业务的积极性。今
年9月起，来自全市各个市级、区县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的
3000余名从业人员经过了两个月
的预赛筛选，最终共34支代表队

105名人员参加了本次竞赛的决
赛。其中，在定量检测环节中取得
最高分的两名选手，重庆市水产技
术推广总站的蒋玲群、渝北区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的申丽琼获得了市
五一劳动奖章。重庆市水产技术推
广总站的徐凤等4名选手获得个人
奖一等奖，巴南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等6个单位获得团体奖一等
奖。

目前，我市已基本建成了覆盖
农业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种植
业、畜禽、水产品和转基因领域的完
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
系。共建成市级农业质检中心6家
和区县级质检中心35家。

首届重庆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