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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丽）11月 12
日，“雪国精灵——冰雪绘画作品联展”
在重庆市文联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
为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传播交流推
广资助项目，共展出了李兵、冯庆、穆瑞
彪、马成梁四位艺术家的100余幅绘画
作品。

宁静祥和的《冰雪精灵》、意趣盎然
的《雪山飞龙》、寂寥中透出柔情的《柔
光·雾色》、意蕴万千的《雪蕴图》……在
展览现场，重庆日报记者既看到了空灵
悠远、笔精墨妙的国画力作，也看到了
色彩清丽、大气磅礴的油画精品。

此次画展以油画与国画对话的形
式呈现，从中西绘画、冰雪景观与冬奥
文化三个维度展开，用东西方迥异的

艺术手法展现冰雪世界的生动面貌，
反映力透纸背的冬奥精神。李兵是中
国冰雪山水画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冯
庆被誉为“中国冰雪油画第一人”，穆
瑞彪则师承孙文勃、卢志学、张复兴、
满维起等大家，马成梁现为沈阳故宫
博物院画家。他们作为中国冰雪画界
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各用笔墨积极
推广冬奥冰雪文化，用冰雪画展助力
北京冬奥会。

据了解，“雪国精灵——冰雪绘画
作品联展”于2019年4月13日在北京
中华世纪坛举办首展开幕式，已在西
安、太原等地展出。本次在重庆的展览
是联展的第6站，将免费展出至11月
25日。

用冰雪画展助力北京冬奥会

“雪国精灵——冰雪绘画作品联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 李幸）11月9日
至11日，来自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
等3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侨界杰
出青年齐聚，开展“侨界杰青走进重庆
活动”，共话美好未来，共寻重庆发展中
的侨界机遇。

这个活动是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
第四届委员会大会的延续，旨在向侨界
杰出青年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以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
大成就和未来发展新规划，为重庆全面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
动开放，引进更多侨界新智慧、新力量、
新动能。

参访期间，法国南法华人总商会副

会长、法国泛亚餐饮集团董事长白泉表
示，大足博物馆采取很多现代化的手段
让艺术品的展出更全面、更吸引人，这
也折射出重庆的现代科技发展得好，也
用得很好，这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城
市。

在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
盖琳看来，重庆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的联结点，还是中欧班列的起点
站，随着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推进，相
信重庆会在建设“一带一路”和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在渝期间，侨界杰青们分别赴两江
新区、大足区、永川区、南川区等，以“市
民”身份融入生活，体验重庆经济、文
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共寻重庆发展中的机遇

百余名侨界杰出青年走进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 1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宣部、教
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我市将从 6个方面入
手，多角度营造青少年无烟环境。到
2020年，我市将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
面禁烟。

2018年烟草流行监测结果显示，
我市15岁及以上人群中，现在吸烟率
为24.8%，较2017年略有下降。其中，
男性现在吸烟率达47.1%，女性1.7%，
近一半男性吸烟，吸烟率远高于女性。
除吸烟外，二手烟也很恼人。监测显
示，15岁及以上人群被动吸烟的比例
为71.2%。

按照《通知》要求，我市将强化青少
年控烟宣传引导，将烟草危害和二手烟
危害等控烟相关知识纳入中小学生健

康教育课程。严厉查处违法向未成年
人销售烟草制品，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的实体商家不得销售烟草专卖品；任
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通过信
息网络零售烟草专卖品，如网络购物平
台、外卖平台、社交平台等。

与此同时，全力推进无烟中小学校
建设，任何人不得在校园禁烟区域及其
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场所吸烟，严肃查
处中小学校园内和校园周边违规销售
烟草制品行为。

“公共场所控烟是一项长期而复杂
的社会性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市
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说，目前，《重庆
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列入市人
大2019年立法预备项目，拟于今年开
展立法调研，力争 2020 年出台。到
2020年，我市将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
面禁烟，到2030年，力争15岁及以上
人群吸烟率下降到20%以下。

明年重庆将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控烟相关知识将纳入中小学生健康教育课程

□本报记者 夏元 崔曜

建设“山水、人文、城市”三位一体
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在行动。

日前，我市出台《关于加强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规划和实施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围绕“乡村振兴”
“城市提升”列出了全市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工作的4个板块、26项重点任务
和194个重点项目，拟重点开展历史文
化资源普查、推进保护修缮、传承历史
文脉、完善法规体系等。

按照《意见》要求，我市已利用高新
技术启动全市第一批历史文化资源测
绘和数据采集工作，启动了合川钓鱼城
范家堰衙署遗址本体加固保护、重庆工
业博物馆后续建设等项目，通过对历史
文化遗产的挖掘、保存和改造，让重庆
历史文脉生生不息。

保护历史古迹
修缮钓鱼城范家堰衙署

作为钓鱼城保卫战的政治军事指
挥中心，范家堰衙署被考古界称为“钓
鱼城防御体系皇冠上的明珠”，并在今
年3月29日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被评价为是“目前国内罕
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
整的宋代衙署遗址”。

11月8日，在范家堰衙署遗址处，
多名工人正忙着铲土，对遗址进行修缮
保护。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
山也在其中，只见他一边拿着手铲刮
土，一边仔细观察土质色泽变化。

“不要小看这个环节，土质的色泽
变化可以告诉我们不少被掩盖的信
息。”袁东山说，目前探测发现，范家堰
衙署遗址存在多种病害，严重影响了文
物本体的稳定性和外观，文物的历史信
息也被大量覆盖。

袁东山表示，这种不稳定性体现在
3个方面——遗址的山后有6米厚的崩
塌堆积层，在雨水冲刷下容易破坏地质
结构稳定；遗址是一个汇水区，大量水
积在泥土里容易产生崩塌；时逢春季，
遗址处都会长满野草和杂树，产生植物
根劈的破坏。

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从今年8月5
日起，钓鱼城范家堰衙署本体加固与保
护展示项目动工，计划在两年内完成遗
址表面清理、石质构建归安、石质文物
加固等工作，形成较为稳定的遗址生态

系统。
“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示，

也是为钓鱼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提供支撑，更好地传承重庆历史文脉。”
袁东山表示，修缮后的衙署将呈现“显
山露水”格局，“显山”是让衙署遗址从
山体中凸显出来，“露水”是让衙署自成
体系的沟壑重新“活起来”，提供对古战
场进行解读的新视角。

留存工业文脉
丰富工业博物馆内涵

今年9月28日，在原重钢型钢厂
旧址上建设的重庆工业博物馆开馆。

墨绿色的钢结构、土黄色的杉木屋
顶、宽敞的展馆空间……走进重庆工业
博物馆，工业气息扑面而来。这座以

“记载重庆工业历史，丰富城市文化内
涵”为承载主题的博物馆，由主展馆、钢
魂馆和工业遗址公园等室内外工业展
品装置陈列共同构成。

其中，面积约8000平方米的主展
馆，围绕近代以来重庆工业120多年发
展历程，全面展示重庆自开埠后民族工
业的振兴，以及重庆工业为中国抗战、
国民经济恢复、重庆城市化进程、中国
工业化进程作出的巨大贡献。

钢魂馆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在
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庆抗
战兵器工业旧址群——钢迁会生产车

间”旧址上进行的专题陈列，呈现“钢迁
会”成立、西迁并支持抗战的光辉历史。

工业遗址公园占地约42亩，展陈
了1905年英国谢菲尔德公司生产的
8000匹马力双缸卧式蒸汽原动机等珍
贵工业设备展品，以及多座主题雕塑、
装置艺术和工业先驱人物雕像，体现出
工业文化与公共艺术的相互融合。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表示，自
2011年重钢集团环保搬迁至长寿后，
我市规划、城建等多个部门着手进行重
庆工业博物馆规划建设。建设伊始，博
物馆就立足国际视野，着力建设具有创
新创意、互动体验、主题场景式的泛博
物馆，开创我市利用工业遗产开发运作
公益博物馆和创意产业园的先河，为促
进全市更多工业遗产得以保护利用提
供范本。

目前，重庆工业博物馆仍在进行后
续扩容建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表示
将继续配合博物馆建设方，进一步丰富
博物馆内涵。

保存文史信息
测绘用上了“黑科技”

《意见》提出了“一年抓抢救、两年
有亮点、三年显成效、五年成格局”的年
度目标任务。

其中，“一年抓抢救”是在2018年
启动抢救一批需求急迫、社会关注的项

目；“两年有亮点”是在2019年全面启
动已公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修缮项
目；“三年显成效”是在2020年完成历
史文化资源普查评定；“五年成格局”是
在2022年，全市历史文化名城资源保
护体系得到充实，基本形成遍布城镇、
乡村的文化邻里中心，形成全市“三江
四廊”和主城区“两江四岸”文化走廊的
保护格局。

“要按期保质完成上述任务，那么
在对历史文化进行保护传承的过程
中，有效保存文史信息至关重要，而做
好测绘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市测绘
已运用了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飞、
倾斜摄影等“黑科技”。借助这些高新
技术，将保障测绘与数据采集不会对
历史文化资源造成损害，有助于留存
其原始信息，为后续的保护修缮提供
基础数据。

具体而言，在“黑科技”辅助下，勘
测人员可以对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
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屋顶、特色构建
等进行测绘，有效采集其保存状况、空
间形态、功能类型、权属与使用者等多
重信息。特别是通过对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街区和传统风貌区的街巷空间、
建筑布局、沿街立面，以及相关山体、河
流、植被等环境要素进行整体测绘，从
而挖掘出它们的历史价值、民俗文化、
人文气息等重要信息。

利用高新技术启动历史文化资源测绘和数据采集工作，推进钓鱼城
范家堰衙署修缮、重庆工业博物馆后续建设等项目——

“黑科技”助力重庆文脉生生不息

1.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选方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2.一个有效身份证仅限投一票，多投无效。
3.投票人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为必填项，未填视为无效选票。
4.请将选票沿边框完整剪下，邮寄至：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富
民兴渝贡献奖”评委会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内），邮政编码：400015。
5.报纸选票投票截止时间为2019年11月16日17:00（以寄出邮戳时间为准）。

投票框：

投票代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投票人姓名（必填）

身份证号码（必填）

姓 名

王时龙

王金山

王渝培

付 黎

江奉武

孙耒来

李贤勇

杨发英

杨浪浪

肖学文

投票代码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联系电话（必填）

姓 名

吴永忠

邹全明

陈恩之

袁刚伟

徐登权

涂铭旌

黄廷炎

舒 畅

蔡光忠

谭平川

备注

请在投票框
中填写选中
人选的代码，
一格一码。

2017-2018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选票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一、投票方式
市民投票采取报纸、短信、电话、微信、

手机客户端五种方式。各类投票方式每次
均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选方为有效，多
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二、投票时间
报纸投票为2019年11月12日9:00

至11月16日17:00（以寄出邮戳时间为
准）。其他投票方式为2019年11月12日
9:00至11月18日24:00。

三、投票细则
（一）报纸投票
1. 2019年11月12日、13日、14日，

重庆日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三峡都市
报、巴渝都市报、武陵都市报以及各区县党
委主办报纸连续3天刊登选票。报纸选票
复印无效。

2. 报纸选票寄送地址：重庆市渝中区
中山四路36号“富民兴渝贡献奖”评委会
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内），邮政编码：
400015。

（二）短信投票
1. 2019年 11月 12日 9:00至 11月

18日24:00，移动、电信、联通手机用户均
可编辑短信发送至 1069090725000012
投票端口号参与投票。编辑短信时需输
入10位候选人的编号，候选人编号之间
用“*”号隔开，编号输入完成之后以“#”号

结束。例如：当您为编号分别为01，02，
03，04，05，06，07，08，09，10等 10位候
选人投票时，应当编辑短信输入01*02*
03*04*05*06*07*08*09*10#，点击发送
即可。

2. 每次均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选
方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3. 投票期间每个号码每天限投1票；
用户投票不额外收取投票信息费，短信发
送过程中产生费用按照运营商正常资费标
准收取。

（三）电话投票
1. 2019年 11月 12日 9:00至 11月

18日24:00，电信座机、电信手机用户均
可拨打966114投票热线参与投票，按照系
统提示音进行操作。当系统提示输入候选
人编号的时候，按键输入10位候选人的编
号即可。候选人编号之间用“*”号隔开，编
号输入完成之后按“#”号确认。例如：当您
为编号分别为01，02，03，04，05，06，07，
08，09，10等10位候选人投票时，应当按
键输入“01*02*03*04*05*06*07*08*09*
10#”。

2. 每次均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选
方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3. 投票期间每个号码每天限投1票；
用户投票不额外收取投票信息费，拨打过
程中产生通话费按照运营商正常资费标准
收取。

（四）微信投票
1. 2019年11月12日至18日，可关注

“重庆发布”或“重庆日报”或“重庆卫视”公
众微信号，进入任一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
单上的“富民兴渝”或者回复“富民兴渝”参
与投票。

2. 每个微信号每天可通过“重庆发
布”或“重庆日报”或“重庆卫视”任一公众
号进行投票。每个微信号一天仅可投一
次。

3. 用户在微信平台投票时，除产生
必要的流量费用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费
用。

（五）手机客户端投票
1. 在手机上下载安装“上游新闻”和

“新重庆”客户端。 IOS 苹果系统在
App Store上搜索“上游新闻”和“新重

庆”下载安装；安卓系统在应用宝、百度、安
智等应用中，搜索“上游新闻”和“新重庆”
客户端下载安装。

2. 2019年 11月 12日至18日，打开
“上游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下角的“活动”
进入活动，参与投票；打开“新重庆”客户
端，点击首屏滚动图片“富民兴渝”活动链
接，参与投票。

3. 每个手机设备每天可分别通过“上
游新闻”和“新重庆”客户端参与投票。每
个客户端一天仅可投一次。

4. 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流量费用
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四、投票权重
采取市民投票与评委投票按权重综合

考评。两项权重分别为：市民投票占
70%、评委投票占30%。在市民投票中，
各种投票方式均按照有效一票计算为一票
的办法进行统计。

五、注意事项
公示投票期间，评委会办公室将实时

公布微信和手机客户端投票数据（受网络
影响，会出现短暂延时）。投票过程中发现
刷票或数据异常行为，评委会办公室将取
消所得票数，情节严重者将对相关人员追
究法律责任。

投票咨询电话：63895045，63897140。
监督投诉电话：63895045，63897140。

2017—2018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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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曲》 冯庆作品 （受访者供图）

大渡口区重钢旧址，市民在重庆工业博物馆内参观炼钢设备。（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习
生 黎胜铭）11月12日，重庆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发布消息称，为更好地实
现规划目标，切实解决问题，《主城区轨
道与地面公交换乘整体提升规划》开始
征集市民意见。即日起至11月22日
18时止，市民可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官方网站首页、“重庆规划自然
资源”官方微信号等平台在线提交意见
建议，助力轨道与公交换乘体验进一步
提升。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随着主城区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开通车站不断增加，轨道交通的出行吸
引力得到显著提升。

截至今年9月底，主城区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达313公里，已开通轨道站点
163个，各站点半径800米覆盖范围内
覆盖人口近300万，约占主城区常住人
口的三分之一。

据统计，主城区轨道日均客运量约
280万人次，日均客流峰值为373.9万
人次，主城区轨道与公交（双向）日均换
乘客流约为50万人次。

目前，主城区已开行公交线路777
条，其中以轨道站点为起终点的接驳公

交线路70条。近年来，为优化公交结
构、结合轨道换乘、着力解决市民出行

“最后一公里”接驳问题，市公交集团新
开行社区巴士173条。

该负责人表示，为构建更加绿色、
集约的城市交通出行系统，使市民出行
更加方便、快捷、舒适，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会同市交开投集团等相关部门，将
制定《主城区轨道与地面公交换乘整体
提升规划》，拟重点完善轨道站点周边

的公交停靠站布局，优化轨道与公交换
乘步行距离，增设到达轨道站的公交换
乘线路等。

为了查找实际问题、更好实现规划
目标，切实解决公共交通出行问题，现
面向广大市民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市民
在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换乘中发现的
问题和对优化换乘体验的建议。下一
步，相关部门将收集问题、建议，进一步
完善规划工作。

轨道与公交换乘体验如何优化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邀请市民提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