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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5月14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万州区获悉，2018中国足协中国之队国际足球赛
将于6月4日至10日在万州区举行，在此期间，中国
U23足球队将会在万州区进行两场足球友谊赛和一场
教学赛，分别对阵纳米比亚和朝鲜U23男子足球队。

据了解，此次足球赛是由中国足协、万州区人民
政府主办。其中两场友谊赛均为国际足球A级赛
事。值得一提的是，现效力于广州恒大的重庆籍球员
杨立瑜和邓涵文届时都有望入选U23国足名单，回到
家乡进行比赛。“为备战本次比赛，中国U23男足国家
队将于5月23日抵渝，开展为期10天的集训。”市足
协有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本次球赛的具体比赛时间为6月4日晚
7点35分，中国U23男足将对阵纳米比亚U23男足；
6月7日下午4点，中国U23男足将和纳米比亚U23男
足进行一场教学赛；6月10日下午4点，中国U23男
足将对阵朝鲜U23男足。

此外，在本次比赛期间，万州区还将举行足球宝
贝、足球志愿者、牵手球童的选拔活动，让更多人参与
其中。

中国U23男足国家队
6月激战万州

将迎战朝鲜队和纳米比亚队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5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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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找爱之旅》《雾都神探之绝情
箭》这3部在永川区拍摄的电影即将在全国院线集中
公映。

据介绍，上述3部电影题材分别为励志亲情、爱
情喜剧和悬疑，上映日期分别为6月1日、5月16日
和5月25日。《我想和你们在一起》讲述了农村留守
儿童赵天勤与家人之间感人的故事，反映了当前留
守儿童的生活现状和精神困境；《找爱之旅》讲述了
一对遭遇感情危机的夫妻，在旅行途中遭遇种种啼

笑皆非的故事，最终找到婚姻的真谛；《雾都神探之
绝情箭》讲述了民国时期的重庆，留学归来的纨绔少
爷卷入一场凶杀案，他在寻找案件真相的过程中，发
现了多年前的一段家国恩怨。

值得一提的是，《我想和你们在一起》的导演颜芳
是永川人，影片中儿童角色的扮演者，大多是永川本
地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小学生。她表示，希望通过此
片，呼吁社会关注留守儿童这一群体。

据悉，上述3部电影取景地涵盖了松溉古镇、青峰
镇、石笋山等地，永川的文化底蕴及绝美风景通过电
影呈现了出来。

在永川拍摄的3部电影将公映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5月14日，以
江北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负责人、调解
员马善祥为原型进行创作，全程在重庆取景
拍摄的电影《幸福马上来》重磅发布了群像海
报和首支预告片。海报上，10位主演整齐亮
相，喜感满满。而同步曝光的《幸福马上来》
预告片则在巧妙揭示众主演角色定位的同
时，也向观众展现出了影片剧情的丰富紧凑。

影片《幸福马上来》由黄建新监制，冯巩、
崔俊杰执导，冯巩、毛俊杰、刘昊然、牛莉、贾
玲、张小斐、岳云鹏、姜宏波、白凯南、潘斌龙、
涂松岩、宋宁、夏凡、梁超等主演。

在此次曝光的预告片中，《幸福马上来》
里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角色一一登场。

“调解老炮”冯巩借宿“搞事天王”涂松岩
家中，约法三章却自己破戒；占尽先机的“碰瓷
天王”岳云鹏意外遭遇“反碰瓷”，举手投足间
展现的幽默风趣令人捧腹；“美丽女神”毛俊杰
撞上“霸道女总裁”牛莉，火花四溢；更有“吵架
天后”贾玲精彩亮相，她不仅复制玛丽莲梦露
的经典造型，还大秀舞蹈一展喜剧天赋。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高颜少年”刘昊然的
加盟。在《幸福马上来》中，刘昊然的造型非
常接地气，居家的着装和清爽的造型，被观众
称赞为“最阳光的邻家帅男孩儿”。这位新生
代演员与一众喜剧笑匠的全新搭手，也为这
部影片注入了新生力量，让影片更具看点。

电影《幸福马上来》讲述了重庆老牌“调
解超人”马尚来（冯巩饰）与“调解界新秀”茅
雪旺（涂松岩饰）为分出谁是“山城调解第一
人”，率领各自的调解天团展开一场场奇招尽
出的爆笑调解大作战的故事。

影片在延续“冯氏幽默”一贯风格同时，
演员们在片中都说起了重庆话，带有山城特
色的搞笑台词和新潮炫酷的动作桥段，也令
《幸福马上来》呈现出生活喜剧的新面貌。

据悉，电影《幸福马上来》由重庆电影集团
有限公司、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
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上海三次元影业有限公
司、浙江海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电影频道节

目中心出品，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重
庆华恒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新女
报传媒有限公司、紫金成（北京）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将于6月8日全国上映。

以马善祥为原型进行创作 全程在渝取景拍摄

《幸福马上来》发布首支预告片
冯巩、贾玲、岳云鹏等喜剧明星亮相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 实习生 韩羽柔）5月
18日晚，“致敬经典——黄淑芳独唱音乐会”将在重庆
市歌剧院艺术厅上演。这场音乐会将有哪些经典歌
曲，又有哪些嘉宾到场助阵？5月14日，重庆日报记
者在市歌剧院采访了黄淑芳本人。

黄淑芳是重庆市歌剧院演员，曾拜师何香玉、王
铮铮、朱迪丝·奥尔（美国）等著名艺术家；参演过《江
姐》《巫山神女》《长江》《钓鱼城》《城市丛林》《辛夷公
主》《黄河大合唱》《茶花女》《图兰朵》等多部中外大型
歌剧、音乐剧和音乐会；曾荣获第十二届“加拿大国际
艺术家音乐比赛”美声组三等奖、首届重庆市声乐大
赛三等奖等国内外多项大奖。

谈及即将举办的个人首场音乐会，黄淑芳充满期
待。“希望让观众欣赏到一场原汁原味的歌剧演出，领
略歌剧的独特魅力，不再感到歌剧很神秘。”黄淑芳
说。

黄淑芳介绍，本次音乐会主要选择了一些蜚声海
内外的著名作曲家的代表性作品，比如，意大利经典
歌剧节选——《受伤的新娘》《我爱你这爱情坚贞》；还
有重庆原创歌剧选段，歌剧《钓鱼城》中的《无眠夜又
是一宿》等。“意大利歌剧可以让观众欣赏到经典的魅
力，但原创作品更能体现重庆独特的人文内涵，拉近
与观众的距离。”

此次音乐会上，黄淑芳还将邀请市内外许多优秀
艺术家助阵，比如，优秀女中音歌唱家张岚等。

呈现一场原汁原味的歌剧经典

黄淑芳独唱音乐会
本周五上演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5月 14
日，由重庆市音乐家协会、沙坪坝区文化
委、沙坪坝区旅发委联合主办，沙坪坝区
文化馆承办的2018年度重庆原创歌曲
创作征集推广活动正式启动。从即日起
到7月31日，面向全国范围内的专业、
业余词曲创作者征集优秀原创歌曲作
品。

本次活动以“讴歌新时代·唱响改
革颂”和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题，
以歌唱美好新生活和赞美改革开放新
时代为创作重点，紧扣中国梦和十九大
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既要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发生的
巨大变化和全新面貌，又要深入挖掘重
庆丰富的巴渝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
化、三峡文化和移民文化等多种文化内
涵，表现出重庆独特的人文基因和重庆
人的性格特征。通过主题歌曲的征集

推广，激发音乐人的创作灵感，奏响新
时代强音，用音乐为改革开放40周年
献礼。

此次歌曲征集活动要求歌曲内容
健康向上、时代感强，充满正能量，对歌
曲的体裁内容没有具体要求，提倡个性
化、多样化，从即日起至7月31日，参
赛作者可将作品《申报表》、含词和曲在
内的一份完整歌谱，有条件者可附
MP3格式的音频小样一起发送至指定
邮箱 1013889141@qq.com 或将资料
邮寄至重庆市沙坪坝区小新街83号沙
坪坝区文化馆八楼文化活动部。每件
参选作品的时长控制在5分钟以内，每
名作者报送的作品不超过3首，活动详
细情况可参考沙坪坝区文化馆的微信
公众号。

据介绍，歌曲征集报名结束后，主办
方将邀请市内专家经过初评选出20首

歌曲，再组织市内外专家一起对这些歌
曲进行终评，评选出2名金奖、3名银奖、
5名铜奖和10个优秀奖，最终结果将在
今年国庆节前后公布。

市音协秘书长姜明表示，此次最终
评选出的歌曲必须是高质量、有影响力
的音乐作品，希望诞生几首能够代表重
庆、在全国广为流传的作品，促进我市原
创音乐健康发展。

此外，为进一步推动重庆原创歌曲
的创作、推广，主办方还将邀请全国及重
庆市一些有影响力的词曲作家，深入市
内特别是沙坪坝区进行实地创作采风，
但其作品不会参与评选；召开重庆市原
创歌曲创作研讨会，举办重庆市词曲创
作培训讲座；在临近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之际，对获奖歌曲与采风创作的歌曲
进行统一制作、推广，比如，开办演唱会、
制作光碟等。

改革开放40周年 请为山城写首歌
2018年度重庆原创歌曲创作征集推广活动启动

《幸福马上来》发布群像海报。 （片方供图）

5月 13日上午9:00，“攀华杯双
福新区第二届越野登山节”在江津双
岛湖御园拉开序幕，近1500名跑友以
徒步登山的健康生活方式庆祝母亲节
的到来。

据了解，该活动由双福新区总工
会主办，旨在推进全民健身，提升双福
发展的整体活力，加强辖区内企业和
高校间的交流，着力增进市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奖励丰厚
总价值十余万元的实物奖品
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

享受健身的乐趣，本次活动共设置了

男女单人越野赛（12公里）、亲子跑折

返赛（7公里）和欢乐跑趣味赛（7公

里）3个组别，既吸纳了专业选手，又兼

顾了大众跑友。

其中，专业组各取男女前10名进

行奖励，第一名奖金为3000元，第二

名奖金为 2000 元，第三名奖金为

1000元，第四至十名奖金为500元，总

奖金达1.9万元。此外，现场还有价值

十余万元的实物奖品，参赛者完成指
定任务即可领取。

有趣好玩
难忘的亲子时光

为了增强活动的参与性和趣味
性，组委会设置了大量有趣的互动游
戏环节，如“好事成双”、“幸运转盘”、

“哪吒闹海”、“创意照相馆”和“趣味娃
娃机”等，吸引了很多亲子组的家庭参
加，现场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这是我第二次报名参加登山节
活动了，去年是以单位名义参加了登
山节的团体赛，今年全家总动员。一
家人爬爬山、看看风景、做做游戏，真
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家住双福新区的
企业职工张晓敏说。

打造品牌

专业组名额2小时抢光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已是越野登

山节举办的第二年，品牌效应已逐渐
显现。4月26日活动报名通道一经开
启便备受关注，专业组名额不到2小时
抢光，欢乐组和亲子组也随之很快报

满，名额供不应求。
“登山节只是我们系列文体活动

中的一种，我们还有双福美食节、双福
水果节、双福汽摩文化节、双福高校文
化艺术节等活动。”双福新区总工会工
作人员热情地介绍着属于双福的特色

“品牌”。

筑巢引凤
新区发展势头强

近年来，双福新区紧紧围绕“承接
重庆主城产业与功能转移的桥头堡，
江津同城发展重要经济增长极”两大
定位，坚持“融城、产城、同城”三城同
步协调发展，呈现出新一轮高质量发
展势头。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2009

年，民营企业500强之一的攀华集团落

户双福新区，匠心打造双福新区首个自

然山水品质社区双岛湖御园，极大优化

了居民的居住体验。作为本次活动的

冠名商，攀华集团江津地区负责人表

示：“公司未来将加大对各类文体活动

的支持，丰富百姓生活。” 万波娅

“攀华杯双福新区第二届越野登山节”圆满举行
千余跑友齐聚双岛湖 徒步登山庆祝母亲节

重庆市林森耐水中山杉研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晓洪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沙龙路一段98号 合作推广：13908260018

5月13日上午，由中央网信办、生
态环境部联合主办的2018“美丽中国
行——共舞长江经济带.生态篇”网络
主题活动重庆站正式启动。

媒体的目光聚集在万州消落区上
栽种的神奇树木——中山杉上。中山
杉，抗逆性、耐旱性、耐涝性特强，被誉
为“淹不死的树坚强”。

然而，为了让中山杉能够在三峡
库区消落带上扎下深根、奉献绿荫、守
护长江“母亲河”，有一个人“功不可
没”。

他，就是重庆市林森耐水中山杉
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晓洪。

吴晓洪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
对“长江母亲”爱得特别的深沉。每当
三峡库区蓄水至175米期间，整个库
区烟波浩淼，波宽浪阔，一幅高峡出平
湖、碧水映万州的美丽画卷，常常令他
如痴如醉、自豪不已。

但是，每年的三四月，三峡库区水
位便会由175米逐渐下降至145米水
位，被江水浸泡过的消落带泥沙松散，
山石裸露。那时，死沉沉的没有生机
的消落带又成为他心中隐隐的痛。

亲眼目睹“母亲河”身上这一道道
被撕裂的伤口，吴晓洪一次又一次问
自己：“这就是我心目中那条神圣的

‘母亲河’吗？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呢？”
可是，消落带治理是世界级难

题。因为在消落带内，耐旱植物会在
蓄水期被淹死，耐淹植物则会在枯水
期干死。对于如何为“母亲河”疗伤，
吴晓洪一筹莫展。

直到2011年春夏之交，时任万州
区科委主任祁小川将万州区林科所所
长任凭在水位170米-175米试验种植
208棵中山杉，已有初步效果，希望引
入企业共同参与治理消落带的消息告
诉吴晓洪，并建议他能投入和加大试
验内容。吴晓洪茅塞顿开，豁然开
朗。此后，他下南京、跑北京、请专家、
做方案，一年复一年的反复试验，由此
开启了他利用中山杉来为“长江母亲”
治病疗伤的漫漫征程。

从那以后，“栽好中山杉，护好母
亲河”成了吴晓洪心中无悔的追求。
如今，在吴晓洪的带领下，公司已在万
州区武陵镇、大周镇、瀼渡镇、溪口乡
等地的165米—175米消落带上栽植
耐水中山杉1800亩 20余万株，最大
树苗胸径已达28厘米、高度达12米，

形成了库岸50多公里的绿色生态长
廊。2016年至 2017年，公司在开州
区渠口镇沿江13公里栽植950亩中
山杉。

近10年来，吴晓洪致力于中山杉
的水下栽植试验、树苗培育和栽种推
广。2015年，他与北京林业大学在山
西黄河下游进行水下栽植试验，受江西
省林业厅邀请与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
究所在鄱阳湖进行栽植中山杉血防林
建设试验示范；2016年，与四川省移民
局在汉源水库消落带试验，与四川省阿
坝州林业局进行草原沼泽栽植试验。
这些试验示范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中国工程院、江苏省中科院植
物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的支持下，经
过多年的试验和示范表明，在没顶10
米、水下淹没5个多月的情况下，耐水
中山杉成活率仍然可以达到90%以
上，是目前所知国内外耐水性和适水
性最好的乔木树种，适合在水土流失
地区和滩涂地大面积种植。

庞大的市场助推了林森林业的快
速发展，公司实力日渐雄厚，分别与江
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协作的中山杉

苗圃基地形成战略合作，全国推广工
作已全面铺开。在万州区长坪乡建起
了400亩三峡库区中山杉繁育基地，
并且在开州新建了300亩排栽基地。

目前，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山杉
技术研究发展中心正在紧锣密鼓地筹
备之中，即将落户重庆。

耐水中山杉是神奇的，其生命的
力量是顽强的。其实，吴晓洪的个人
秉性又何尝不是一棵摧不倒、压不垮、
泡不烂的“中山杉”呢！

这些年，吴晓洪绿了库区，白了黑
发，但他对“母亲河”深深的热爱，伴随
他在这条路上拼搏前行，义无反顾，无
怨无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万州长江边，吴晓洪站在郁郁葱

葱的中山杉树下，深情地期盼：各级政
府支持的力度再加大一些，实力雄厚
的国有资本能参与进来，让三峡库区
300余平方公里的消落带能更快、更早
地被绿荫覆盖。

他深信,这一天终将会到来！
潘锋 图片由林森公司提供

栽好中山杉 护好母亲河

吴晓洪（左一）陪同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中）在三峡库区考察消落
带的中山杉生长情况。

——记重庆市林森耐水中山杉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晓洪

电影《我想和你们在一起》剧照。 （片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