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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985
年7月，我曾到访山城巷，现在的风景
和上次相比真是大不一样啊！”10月6
日，来自云南昆明的游客岳选明在渝
中区山城巷参观时感叹。当日，重庆
日报记者先后来到南岸区黄桷垭老街
和渝中区山城巷传统风貌区采访，发
现这些重庆老街巷在修缮利用时，充
分保留了传统民居风貌，吸引了大量
游客前来参观。

近日开街的南岸区黄桷垭老街，
成为新的旅游“打卡点”。老街上的三
毛故居，在假期前6天共接待游客上
万人次。据了解，作家三毛出生于黄
桷垭老街145号，在这里度过了她的
童年时光。故居中，正在举行的“我心
中的三毛”作品展，展出了征集而来的
与三毛相关的30件作品。

“迷茫时，浮躁时，孤独时，总喜欢
翻翻您的书……”三毛故居工作人员
向重庆日报记者展示了一位外地游客
在参观后发的朋友圈。该工作人员介
绍，许多三毛的读者得知故居开放后，
专程从世界各地赶来，“人们在展览中
收获感动的同时，也感受到历史建筑
焕发的生机与活力。”

除了三毛故居，黄桷垭老街其余
12处展馆中也举办了不同的展览，如

“于景庆师生中国画展”“涂山窑设计
再造作品展”“古道与老街画展”等，让

老街充满了文化味。
在渝中区山城巷传统风貌区，重

庆日报记者拾级而上，走进“重庆女性
影像展”。该展览以“祝福祖国·祝福
重庆”为主题，选取的70位各行各业
的女性，有表演艺术家、文物修复专
家、科学家等，呈现了重庆女性独有的
精神气质。

正在观展的长江师范学院大一学
生蔡增说，自己初中时就在山城巷附
近的杏林中学读书，“如今再来山城
巷，感觉它更有文艺气质了。”

多位外地游客表示，如今的山城
巷让他们感到惊艳。云南昆明游客岳
选明说，1985年他因工作到访山城巷
时，这里建筑破败，江边杂草丛生，让
他感受不到美感。如今的山城巷被注
入了大量文化元素，焕发了新颜。他
说，在参观山城巷之前，他还到洪崖
洞、朝天门、磁器口等地参观，享受了
精彩的重庆都市之旅。

“山城巷的建筑错落有致，其中
的文化元素充满新意，有一种小清
新的感觉。”来自广州的游客郑文研
和男友在山城巷的栈道上拍了不少
合影。西安游客刘立在山城巷游玩
了近两个小时，她表示，重庆的山水
景观和文化气息，让她为之心动，“这
是我第一次来重庆，但已经迷恋上重
庆了。”

保留传统风貌 注入文艺气息

重庆老街巷受到游客热捧

南泉烈士陵园位于巴南区南温
泉风景区，占地面积1750平方米。
陵园由纪念碑、纪念亭、墓室三部分
组成。纪念碑为三级石砌墓碑，高
11.5米。在纪念碑左右，建有两个
六角纪念亭。墓室由条石砌筑而
成，正面镌刻有“革命烈士公墓”几
个大字。

1949年 11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
三团在南泉与敌激战，战斗自26日
下午3时许打响，至28日晚11时半
许我军撤出战斗，历时56个小时，
是解放重庆发生的一次持续时间最
长、最激烈的战斗。本次战斗重创

了国民党反动派构筑的重庆江南防
线及南泉守敌，为解放军主力部队
大迂回、大包围解放重庆赢得了宝
贵时间。战斗中，解放军徐泉水副
营长等百余名指战员光荣牺牲。

为纪念南泉战斗及战斗中牺牲
的革命烈士，有关部门于1953年修
建了南泉革命烈士陵园。2009年
为纪念解放重庆、巴县解放60周
年，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大规模的
维修、改造。

南泉革命烈士陵园现为重庆市
文物保护单位、重庆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文图均由巴南区文旅委提供）

南泉烈士陵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赵勇）国庆期间，彭水蚩尤九
黎城举行了中国苗族文化国际旅游
节，刮起“最炫民族风”，吸引了成千上
万的市内外游客游览观光。

在蚩尤九黎城，由两根长木柱和
一架装有滚轴的横梁组成，高约5米
的苗家手动摩天轮受到游客青睐。游
客郑燕红说：“这个很好玩，和游乐场
的摩天轮不同，感觉像荡秋千一样。”
苗家手动摩天轮是彭水苗族群众的一
项传统娱乐休闲项目，景区一推出，引
得游客纷纷上前体验游玩。

苗家绝技“上刀山”，是苗族的一
项传统技艺项目，具有强烈的视觉冲
击感，平常很难看到。国庆期间，一场
精彩的“上刀山”表演在蚩尤九黎城上
演。两名苗族小伙赤脚而上，慢慢登
上“刀山”，并在刀梯上表演了“扎马
步”“金鸡独立”“顶天立地”等各种高
难度的动作，让观众不断惊叹，大呼过
瘾。表演最后，当苗族小伙吹奏着芦
笙缓缓走下刀山时，现场响起阵阵掌
声。游客刘小平说：“感觉很惊心动
魄，确实是真功夫，相当精彩。”

在蚩尤九黎城，最受游客追捧的要
数苗族服饰。苗戏楼前，穿戴着不同苗
族服饰和头饰的妇女迈着轻盈的步伐，
依次登台亮相。服装上生动的图案、
鲜艳的色彩与特有的苗族风情相互映
衬，给游客带来了独具一格的视觉
享受。游客郑琼说：“今天看了苗族服
饰展示，让我们对苗族文化有了更进
一步的认识。她们的盘头和服饰都挺
好看，让我有一种想去尝试的冲动。”

“来到九黎城，给人的第一感觉就
是震撼。”来自黑龙江的游客马宝秋
说，“苗族婚嫁、头饰服饰和梳头盘头
展示很有民族特色，苗舞也别有一番
风味，这次跟团来到九黎城，真是不虚
此行。”

苗家绝技令人惊叹
苗族服饰别具风情

彭水蚩尤九黎城
刮起“最炫民族风”

10月5日上午，江北区观音桥街
道办事处一楼院坝，时代楷模、改革先
锋、“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
前往办公室加班时，被一群正在整队
上街开展文明服务的志愿者团团围
住，请他介绍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时，登上“凝心铸
魂”方阵主题彩车游行的感受。

“能登上彩车接受习近平总书记
的检阅，是党组织给予我的无上荣
光。一回忆起当时气势恢宏、万众一
心的震撼场面，我就激动不已、倍感振

奋。”老马感慨万千地对大家说，“特别
是当我们的彩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受阅
区，看到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
天安门城楼上向人们挥手致意时，一
股热流就涌上了我的心头。”

志愿者胡帮兰佩服不已地问老
马：“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你了，你是我
们重庆人民的骄傲！对了，你从北京
参加盛会回重庆了，不好好在家休息
几天，跑来办公室忙什么？”

“我和你们志愿者一样，国庆假期
也来加加班。参加国庆盛典，是我奋

斗的新起点。奋斗，是更长久的爱国，
是更长久的奉献。”老马一边笑呵呵地
对大家说，一边急急忙忙地向办公室
走去。

老马坚守基层30年，成功调解矛
盾纠纷2000多起，撰写了500多万字
的工作笔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老马
工作法”，已经成为全国调解员的学习
范本。

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次赶来
办公室加班，是来写节前的一次调解
总结的。等国庆假期一结束，他就要

给“小马”们上课，讲述自己最近总结
的心得体会。

原来，9月29日赴京前一天，“老
马工作室”来了一对外地再婚夫妻。
他们慕名前来找老马调解家庭矛盾，
两人称“要是老马也没办法，我们只有
离婚了”。老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耐
心倾听了他们再婚后的种种家庭矛
盾，鼓励他们要把再婚当作初婚过，正
确面对再婚家庭存在的挑战，并就每
类问题一一给予了解决方法。最后，
这对夫妻达成了协议，手牵着手告别
了老马。

“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成功与失
败，我们都要善于总结，这样才能更好
地指导工作。”老马说，国庆这几天，他
一有时间就跑去新华书店看书学习，
用理论武装头脑，“有人说我太累了，
其实我的累是快乐的。”

老马国庆期间忙个不停——

“参加国庆盛典是我奋斗的新起点”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西
杨村农民在抗旱打井时，不断挖出
陶质碎片和陶质的人的肢体以及马
匹躯体。后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
揭开了埋藏于地下2200多年的秦
俑宝藏。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按其发现顺
序，依次定名为1号坑、2号坑和3
号坑。从三个俑坑中已发掘出类似
真人、真马的陶俑、陶马共8000余
件，木质战车百余乘，青铜兵器数万
件。气势磅礴的军阵，在地下排列
有序，车步骑混合编组，形象地再现
了秦始皇威震宇内、统一六国的雄
伟军容。它们是以写实手法表现人
物的庞大艺术群体，造型生动，刻画
逼真，填补了中国古代雕塑史中秦
代雕塑史的空白，为研究秦代的历
史、军事制度及文化艺术，提供了十
分难得的实物资料。这是20世纪
最壮观的考古发现，被誉为“世界第

八大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掘前后，我
国还有几个考古重大发现。

1972 年至 1974 年，马王堆 1
号、2号、3号汉墓先后在长沙市东
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挖掘出土。1
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
年，全身润泽，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
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这是世界上
已发现的保存时间最长的一具湿
尸，是防腐学上的奇迹。

1975年底至1976年春开始的
睡虎地发掘工作，使沉睡了2000多
年的秦代竹简面世。作为我国首次
大量发现的秦代竹简，它们有一半
以上记载了秦代的法律，是我国迄
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不仅
对于历史研究，而且对于弘扬优秀
的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震惊世人的考古发现

新中国70周年国庆期间，红色
旅游作为人民群众回望中国革命历
程、抒发爱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唱响
了国庆假日旅游市场的主旋律。国
庆假期，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红船、
古田会议旧址、香山革命纪念地等
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
人次、旅游收入同比均大幅增长。
红色旅游充分发挥了革命传统教育
励志人生的社会效益，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带动革命老区人民增收致
富的经济效益，和突出原生态保护、
让红色旅游景点既“红”且美的生态
效益。

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繁荣，是中
国新兴服务业快速崛起的真实写
照。“窥一斑而见全豹。”春节、五一、
中秋、国庆……近年来每到节假日，
包括旅游产业在内的服务业成绩单
便屡创新高，见证着中国经济蓬勃
复苏的强劲势头。2018 年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表明，对全球
复杂形势承压已久的中国经济，已
经表现出持续向好发展趋势。旅游
业欣欣向荣、服务业率先突破，体现
出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为中国经
济稳健前行夯实了动力支撑。

党和国家的政策给力，为中国
新兴服务业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
相继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发展作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
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
环境，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
育新热点”“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

牌化、网络化经营，不断提高服务业
比重和水平”……2019 年上半年，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重为54.9%，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
百分点。该数据比重连续多年上
升，折射出中国经济“破茧成蝶”的
生动转变过程。

新兴服务业多种业态强势崛
起，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多点
支撑。在电子商务、信息消费、物流
快递等常见业态基础上，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新
应用，为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各个领
域涌现多种创新服务业态提供可
能。休闲养老、生态旅游、远程诊
疗、数字穿戴等服务新模式为拉动
消费增添动力；节能服务、创意设
计等在线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为经济转型升级增加支撑着力点。
在此同时，外国投资者纷纷看好中
国服务业市场，各大商业巨头加大
在华投资，立体演绎中国经济嬗变
之美。

当前已经进入2019年四季度，
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繁荣发展，为中
国服务业乃至新兴经济今年“收官
季”结出硕果增添了信心。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各级各部门要加快
把五大发展理念转换成为社会经济
发展的具体思路、转换为党员干部
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不断创新优
化服务业发展措施，扎实努力让群
众生活更幸福、社会事业更和谐，用
更亮眼的优异成绩照见中国新兴经
济的美好未来！

国庆旅游红火
照见中国新兴经济未来

□朱芸锋

第六批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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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泉烈士陵园。

▲10月4日，沙坪坝融汇温泉，游客在体验“泡泡温泉”。国
庆假期，“温泉之都”重庆的各处温泉增加多种体验项目，吸引
各地游客尽享温泉旅游乐趣。

特约摄影 孙凯芳

▶10月6日，内环快速高滩岩段，双向行驶出现拥堵。国庆
假期即将结束，进城和出城车流高峰开始显现。

记者 罗斌 摄

▲10月5日，百里乌江画廊重庆酉阳段，乘坐游船观赏乌江两岸绝壁和阿蓬江峡谷美景的游客络绎不绝。
通讯员 陈碧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