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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 实习
生 韩羽柔）6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重庆联络处、重
庆市文化委和重庆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
办公室联合主办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艺聚山城》——渝港名伶汇演将于6月
6日晚在重庆市川剧艺术中心上演。来
自香港八和会馆的粤剧名伶和来自重庆
市川剧院的川剧名伶将同台竞艺，献上
两大戏曲派系的经典剧目。

此次汇演可谓群星荟萃。香港八和会
馆不仅有罗家英、龙贯天、新剑郎、南凤四

位名伶，还有多位粤剧新秀，他们将一起演
出传统粤剧《平贵别窑》之“别窑”和《斩二
王》之“拗箭结拜”。而重庆川剧名家沈铁
梅、许咏明也将登台献艺，为大家带来《三
祭江》和《裁缝偷布》两部经典剧目。

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称，演出的

剧目都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
义”，但粤剧和川剧的演出形式、表现方式
各不相同，风格也是大不同。如果用美食
来比喻的话，粤剧可以用清淡、鲜香来形
容；而川剧则是“麻辣十足”，因此，这次汇
演可谓“麻辣鲜香”，看点十足。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重庆联络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市川剧院和香港八
和会馆都肩负着地方戏曲传承的重任，希
望通过这次汇演，能够促进重庆与香港两
地戏曲人士在戏曲表演、传承等方面的交
流，加强两地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合作。

渝港名伶将齐聚山城同台竞艺
“麻辣鲜香”看点十足

“很开心来到重庆，让大家在一个舞
台上看到川剧和粤剧同台演出。”面带和
善的笑容，略带沙哑的声音……很难想
象，这位在电影《大话西游》中饰演唐僧
而被内地观众熟知的演员罗家英，是一
位演了66年粤剧的名伶。

6月4日，在《艺聚山城》——渝港名伶
汇演新闻通气会结束后，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了罗家英，请他聊聊戏剧传承的那些事儿。

吸收川剧所长

重庆日报记者：2015年您曾经带团
来重庆市川剧院交流学习，2016年又去
了四川省川剧院交流，今年又来到重庆
与川剧名家同台演出，请问为什么您如
此青睐川剧艺术？

罗家英：近年来，很多地方戏曲的传
承发展都受到京剧的影响，香港的粤剧
表演者也会练习很多京剧的基本功，但
对我国其他地方戏的奥妙却知之甚少。
在这方面，川剧里有很多好的东西可以
学。川剧与粤剧的表现方式与风格截然
不同，比如上一次带学生们来重庆交流
学习时，川剧的扇子功就让他们大开眼
界。这次随团的又有一些粤剧新秀，他
们将上台表演，在与川剧名家的汇演中
长见识、学习川剧艺术的独特之处，并将
其融入到粤剧表演中。

在融合中发展

重庆日报记者：香港八和会馆也曾

邀请内地许多传统戏曲名家去香港交
流、讲学，请问这种方式对戏剧传承有什
么作用？

罗家英：这种方式首先让粤剧表演
者眼界大开，欣赏到国内其他地方的多
种戏曲，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戏曲一点都
不输于西方的话剧、芭蕾舞等，我们有很
多表演的手法、故事，让更多粤剧表演
者、香港人更加喜欢中华传统戏曲；其
次，这种方式也让粤剧表演者在学习中
兼收并蓄，在借鉴其他剧种的优点中传
承地方戏曲。

重庆日报记者：如何培养年轻一代
的戏曲传承人？

罗家英：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确实
是香港粤剧发展最好的时候，这是经过
一代代人传承、努力形成的。以粤剧为
例，我们建立了戏曲中心，让老一辈戏曲
演员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人，还多次
邀请京、昆、川、粤等地的戏曲大师到港，
为青年演员讲课指导；同时我们也在积
极寻找合作伙伴让年轻人代表香港在戏

曲中心表演，与内地各类传统戏曲的表
演人士切磋、交流，在融合中共同推动中
国戏曲的传承。

让孩子走进剧院

重庆日报记者：如何让年轻人喜欢
上传统戏曲？

罗家英：当我年轻时演粤剧，看我表
演的是六七十岁的人；我现在老了登台
表演，台下还是六七十岁的人。这说明，
传统戏曲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不是所有
的年轻人都看得懂，喜欢看。人在年轻
时都喜欢追求潮流的东西，随着社会阅
历和年龄的增长，他就越来越喜欢有深
度、有内涵的表演艺术。

让年轻人喜欢上传统戏曲，只需要
家长们看剧时，带上孩子走进剧院就行，
让戏曲种子在孩子的心灵上播种、发芽，
当孩子长大、人至中年时，戏曲的种子就
会开花、结果了，他就开始回归有内涵、
有深度的艺术，回来看粤剧、京剧、川剧
这些传统戏曲，并喜欢上它们。

对话粤剧名伶罗家英——

《大话西游》的唐僧演了66年粤剧
本报记者 任雪萍 实习生 韩羽柔

据新华社广州6月4日电 （记
者 李雄鹰）在广东惠州市博罗县
园洲镇人民广场东北角有一个以三
位烈士雕像和事迹碑文为主要内容
的纪念革命先烈广场。其中，一位
烈士的雕像高4米，也是最高的雕
像，他就是李源。

李源，1904年出生于广东省博
罗县园洲镇禾山李屋村。因家境贫
寒，1919年，李源15岁时就到香港
谋生，在昌兴公司一轮船上当海员，
1921年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华海
员工业联合总会，1924年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参加了由苏
兆征、林伟民及中共广东省委领导
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
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队员，在斗争
中经受了考验。

1925年秋，李源由苏兆征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华海员
工业联合总会支部书记。1926年，
李源受党组织派遣，担任广州国民
政府财政部缉私检查队指导员，率
队开展反走私的斗争。

1927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背
叛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3天，
在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
杀，李源化名李昌、李泉，被迫转入
秘密斗争。同年4月下旬，李源被
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利用
在香港和广州海员中的关系，继续
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参与组织
和建立广州工人秘密武装。同年冬
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1927年 11月，李源组织工人
武装，成功营救受伤被捕入狱的广
州工人运动领导人周文雍。同年
12月，李源组织领导广州工人武装
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并率领工
人赤卫队在广州长堤一带，抗击前

来镇压广州起义的反动军队。
广州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

主力部队被迫撤出广州，李源奉起
义指挥部命令，率领部分工人武装
担负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转移的任
务。

1928年1月起，李源任中共广
东省委常委，2月被派往琼崖（今海
南省）担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同年
5月代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后任
书记。

1928年 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
党的六大上，李源当选中共中央委
员（因工作李源未能参加大会）。

1928年秋末，李源秘密前往粤
东传达党的六大决议，指导党的工
作。临走前，他对爱人说：“你已身
怀六甲，不能随行，如果我不幸牺牲
了，往后生下或男或女，请你教育孩
子长大以后为烈士报仇，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

李源抵达大埔三河坝时不幸被
反动军警逮捕，在狱中遭受了敌人
的酷刑拷打和种种折磨，但他始终
坚贞不屈，惨遭敌人杀害，牺牲时年
仅24岁。

在白色恐怖面前不退缩的省委书记——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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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罗家英在重庆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 记者 任雪萍 摄

➡6 月 4 日晚，中国之队国际足球赛在万州牌楼体育中心开赛，中国
U23男足发挥出色，以4∶2战胜远道而来的纳米比亚U23队。6月7日，中
国U23男足还将在万州与纳米比亚队进行一场教学赛，之后将于10日迎战
朝鲜U23男足。 （记者 黄琪奥）

中国之队国际足球赛在万州开赛

中国U23男足4∶2胜纳米比亚U23

一直以来，渝中区民防办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第七次全国人民防空会
议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战时应战、平时服
务、应急支援”的要求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以从严治党为引领，立足主业，创新驱动发
展，强化平战结合，推动全区民防事业健康
稳步发展。

坚持从严治党，强化党风政风，“准军事
化”建设成效显著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和党
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落实从严治党责
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用好“四种形态”，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整治“四风”永
不止步，强调研，重落实，定期巡查走访人防
工程、疏散基地、人防专业队伍，发现问题即
时解决。突出人防特色，狠抓“准军事化”机
关建设，切实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
上来。

坚持立足主业，加强宣传教育，应急应战
能力不断提升

加强组织指挥体系建设，严格落实指挥、
通信保障训练计划，牵头抓好民防小组指挥通

信训练、演练。强化警报维护，加装警报避雷
针，及时完成老旧警报设施的维护和更换，成
功承办全市6·5警报鸣放和防空防灾宣传活
动，全区警报试鸣放鸣响率和覆盖率达到

100%和98%。同时抓好疏散基地建设，夯实
城市防空防灾准备基础，提高整体应急应战防
御能力。积极开展社区“防空防灾一体化”建
设，将人防宣传延伸到基层。开展人防知识进
机关、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去年成功举办

“重庆媒体走进人民防空”渝中区宣传活动，结
合“5·12防灾减灾日”、“6·5警报试鸣日”等重
大节点，开展人防宣传活动，增强群众防空防
灾及国防意识。

坚持平战结合，强化军民融合，服务经济
民生措施有力

开展“腾笼换凤”，通过业态调整，统一规划
打造李子坝酒类一条街、南区路货架一条街，提
升人防工程利用效率和档次。坚持服务为民，
扎实开展“百日纳凉送爽”工作。抓好人防工程
建设，加快危岩危房改造和人防地下停车库改
造开放工程，方便市民出行。精细化城市管理，
抓好民防设施容貌管理和口部管理，做到人防
地下空间建筑容貌整洁、无污渍、无破损。围绕
全市大力发展都市旅游、全域旅游的中心工作，
深度挖掘人防工程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将人防

工程改造升级融入渝中都市旅游网红景点，展
现都市旅游人防元素。

坚持制度创新，勇于探索实践，人防治理
体系不断完善

探索实行人防工程评估制度，人防工事使
用费由第三方评估，做到人防工程使用有据可
依，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创新建立全区人
防工程资产管理库，完善辖区人防工程大数据
建设，建立全面的资产管理信息化系统和人防
资产价值体系，防止人防工程损毁流失。结合
重庆轨道交通快速发展新形态，联合轨道集
团、市卫计委和水电气抢险抢修人防专业队等
单位，共同开展“尖刀11·15”人民防空临战疏
散综合演练，为全国轨道疏散与医疗救护、抢
修抢险等有关单位开展无缝衔接提供了宝贵
经验。

新时代，新征程。面对蓬勃发展的民防事
业，渝中民防将不忘初心，改革创新，奋力前行，
为建设强大巩固的现代化人民防空努力奋斗。

杨兴富 图片由渝中区民防办提供

渝中推动民防事业健康稳步发展

渝中区民防办公室牵头组织重庆民防第二小组开展指挥通信综合训练

立足主业 平战结合

序号

X18157

X18158

X18159

土地位置

北碚区缙云
山麓控规组
团郊A分区
郊A6-5-2/
03号宗地

大渡口区大
渡口组团F
分区F5-2号

宗地

沙坪坝区西
永组团V分
区V15-4/01

号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一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用
地、商
务用
地、二
类居住
用地

现用途

一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用
地、商
务用
地、二
类居住
用地

土地面积
（㎡）

原面积

38414

29053

40219

现面积

38414

29053

40219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
规模（㎡）

原规模

38415

101685

48263

现规模

30297.66

141778.97

71826.23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
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20205

101685

48263

现规模

19521.86

101685

47684.92

应补交
地价款
金额

（万元）

43

0

1181

原土地使用
权人

重庆鲁商地
产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兆
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重庆欣悦城
实业有限公

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
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
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10775.8 平方米（其中车库 7459.41
平方米、设备房478.17平方米不计征
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计容规模未增加，涉及部分
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40093.97 平方米（车库 39380.72 平
方米、架空层713.25平方米），不计征
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
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
比 例 调 整 ；新 明 确 不 计 容 规 模
24141.31 平 方 米（ 其 中 车 库
17067.61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
缴剩余地价款。

X18160

X18161

X18162

X18163

渝中区大杨
石组团I分区
I-3-1-9号

宗地

两江新区龙
兴组团E分
区E13-01/
01、E15-01/
01、E01-10/
02号地块

渝中区渝中
组团F分区
F1-8/03号

地块

北部新区经
开园C标准
分区C22、
C23号地块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
金融业
用地

工业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工业

14447

371057

8557.2

66773.2

14447

371057

8557.2

66773.2

60000

558947.1

98394.5

80127.84

84779.21

558947.1

98394.5

112749.52

60000

558947.1

98394.5

80127.84

60000

558947.1

98394.5

107742.1

66

0

3093

4009

重庆华宇盛
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新
区新亚航实
业有限公司

重庆正扬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重庆安来实
业有限公司

根据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
部分用途比例发生变化，新明确不计
容建筑面积24779.21平方米（其中车
库 21054.36 平 方 米 、配 套 用 房
2269.87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
剩余地价款。

根据重庆市规划局两江新区分局出
具的《关于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
E13-01/01、E15-01/01、E01-10/
02号地块规划条件的回函》（渝规两
江函[2018]86号），该三宗土地相邻
并同属一个业主单位，在审批时将此
三宗土地作为同一项目进行审批，土
地使用权人申请合并出让合同，统一
出让年限。

该宗地土地用途由商业商务用地调
整为二类居住用地，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
建筑面积增加32621.68平方米，其中
计容面积增加27614.26平方米，明确
不计容面积5007.42平方米，补缴地
价款。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18]15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8年6月5日9:00－2018年6月11日17:00。公告期结束
后，原土地使用权人须在2018年6月26日前缴清应补缴地价款。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
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记者 侯
雪静）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日
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启动2018
年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决定于6月
至9月，分三批、每批7天至10天对中西
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督查巡
查。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的规
定，22个督查巡查组均由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成员带队，抽调有关单位人
员组成，并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派员参
加。

据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督查巡查的主要任务是，对2017年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
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巡查，指
导地方改进推动工作。督查巡查主要采
取实地调研、暗访抽查、受理举报等方式
进行，要求不提前打招呼，深入一线、直
插基层、进村入户，到县随机抽取乡村，

察实情、听真话，确保掌握鲜活真实的第
一手情况。督查巡查将坚持问题导向，
直奔主题、直面问题，把督导问题整改落
实作为重中之重，推动整改工作取得实
效。要求被督查巡查地区把工作重点放
在扎实整改问题上，如实提供资料和有
关情况，全力配合督查巡查组的工作。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分三批开展2018年脱贫攻坚督查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