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王志昆
重庆市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

任、重庆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文化
部共享工程重庆市地方资源建设专
家委员会主任，曾发表论文数十篇，
编著、主编和参编图书数十部。其
担任主编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
文献联合目录》获得重庆市第八次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成渝两地文化同根同源，早在抗
战时期，其间的文化交流就已经十分
频繁。

彼时，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
庆成为全国文化名人荟萃的一方宝
地，一大批文化学者汇聚于此，以笔、
以歌、以舞、以剧等多种形式，浓墨重
彩地描绘出中华民族的战斗与不屈。
在他们大力推动下，成渝两地文化交
流日益频繁起来。

当时他们为成渝文化交流做了
哪些努力？成渝两地在抗战文化尤
其是图书领域做了哪些交流？未来
又应如何更好地促进合作、共谋发
展？5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采
访了重庆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志
昆。

亲如一家的成渝两地文化

“成都、重庆完全就是一家，没有
任何分别。”1943年，在重庆沙坪坝的
一间民房内，著名作家巴金在散文《成
渝路上》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从1940年到1946年，在重庆的6
年时间里，作为成都人的巴金迎来了
第二个创作高峰，先后完成了《憩园》
《寒夜》《第四病室》等一系列重要作
品。“在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就是《寒
夜》，这本以抗战时期重庆为背景的小
说推出后，就受到不少读者的追捧。”
王志昆说，这本书也被认为是巴金创

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不仅如此，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在重庆也影响颇深：1943年，在小说
《家》创作完成10周年之际，由曹禺改
编的话剧《家》在重庆首演；之后，由剧
作家林柯和李建吾改编的话剧《春》
《秋》在重庆上演，重庆也成为中国惟
一公演过“激流三部曲”话剧版的城
市。

“成立于 1939 年的作家战地访
问团同样是成渝文化交流的重要成
果。”王志昆说，这个访问团是由中
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成立，
著名爱国诗人王礼锡担任团长，其
成员大多是来自重庆或四川的青年

作家。
史料记载，该访问团于1939年6

月从重庆出发后，赴四川、陕西、山西
等地实地采访。完成采访后，两地学
者共同整理资料，先后创作了《凯歌》
《生长在战斗中》《粮食》《老夫妻》等作
品，生动再现了前方战士和战地民众
抗战必胜的乐观信念。

此外，当时不少报刊还开启了“双
城记”模式。例如共产党机关刊物《群
众》，1938年在重庆复刊后，就曾在成
渝两地出版发行。

“在这些文化活动的助推下，成渝
两地在抗战期间亲密合作，共赴国难，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了各自的力
量。”王志昆说。

《巴渝文献总目》背后的
四川元素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巴渝文献
总目》最终能够成稿，离不开舒大刚等
四川文化学者的努力。”再次翻阅《巴
渝文献总目》，王志昆陷入对往事的回
忆中。

2011年9月的一天，王志昆接到
重庆出版集团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邀请他参加《巴渝文库》纲要目录专题
研究会。会上决定，《巴渝文献总目》
由重庆图书馆负责编纂、重庆出版社
负责出版。

在利用重庆图书馆丰富的古籍
馆藏完成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后，如
何选好开本、颜色、纸张等，成为摆
在王志昆等编纂者面前的难题。时
任三峡博物馆馆长黎小龙在得知王
志昆等人的困境后，建议他去成都找
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此人曾任《巴蜀
全书》主编。王志昆电话联系上舒
大刚后，舒大刚爽快地答应了他的
要求。

“舒教授亲自到重庆，不仅向我们
分享了他编撰《巴蜀全书》时的经验教
训，还把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

长段渝介绍给我认识。”王志昆回忆，
具体到《巴渝文献总目》上，舒大刚建
议整本书的版面设计要简单大方，既
要突出巴渝文化深厚内涵，又要镶嵌
一些时尚元素，符合广大读者的审美
需求。

“我们采纳了舒教授的意见，并邀
请他加入《巴渝文库》的专家团队。”王
志昆说，2017年底，当《巴渝文献总
目》正式面世之时，舒大刚还来到重
庆，与重庆文化学者一起见证了该书
的诞生。

《巴渝文献总目》只是直辖以来成
渝两地在图书文化领域交往的一个缩
影。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成
渝两地在图书领域走动频繁，双方通
过人才交流、共办活动等方式深化情
谊。

深入合作共建巴蜀文献体系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
背景下，成渝两地在图书领域方面可
展开哪些合作？

“对现有文献进行深度挖掘，无疑
是双方下一步合作的重点。”王志昆建
议，成渝两地图书馆可在对馆藏文献
进行普查和整理的基础上，深度挖掘
巴蜀茶文化、酒文化、川菜文化，建设
巴蜀城市记忆文旅资源库，打造独具
特色的巴蜀文献体系。

“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双方也
不能忽视对抗战文化的挖掘。”王志昆
说，例如双方可借助丰富的馆藏资源，
对川渝两地遭遇大轰炸的情况进行梳
理，并通过共同举办展览，让更多人了
解当年的那段历史。

王志昆还呼吁，双方可以加强对
文创产品的开发。“鉴于巴蜀文化悠久
的历史，成渝两地可通过成立专门的
研发团队，开展独具巴蜀特色的文化
创意产品，并利用公共文化服务云平
台等进行宣传推广，共同塑造巴蜀文
化品牌，提升巴蜀文化形象。”

重庆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志昆：

挖掘两地文化资源 打造巴蜀文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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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泓清泉润万家
——彭水县委统战部支持民企助力乡村脱贫攻坚

在彭水县统一战线助力脱
贫攻坚工作中，民营企业太极
泉水公司积极参与该县乔梓乡
长寿村产业扶贫建设，走出了
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扶
贫新路。

绿色发展
山泉水淌出真金白银

彭水县地处武陵山区，千山万岭
造就绝佳的生态环境。境内河流众
多，植被茂盛，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
环境成就了该县乔梓乡长寿村独一
无二的优质水源。经检测，长寿村神
仙洞自然涌出的天然山泉水呈天然
弱碱性，锶、钙等矿物质含量丰富，钠
含量极低，几乎不含重金属等限量物
质，系彭水天然独有资源。但这一宝
贵资源在开发前一直深藏大山，暗自
流淌千百年。

“要用好统一战线智力密集、人
才荟萃和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引资
引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服务脱贫
攻坚战，传递独特好声音，展示积极
正能量。”彭水县委书记、县委统一战
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建超这样要
求。2014年8月，在县委统战部积极

牵线搭桥下，民营企业大易科技公司
在该县乔梓乡长寿村投资创建阿依
达太极泉水公司，帮助3000余名少
数民族贫困村民走上了生态优先、绿
色脱贫的道路。随着太极泉水公司
的进驻，长寿村的绿水青山终于显现
出财富的魔力——山泉水淌出真金
白银。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太极
泉水公司入驻长寿村以来，陆续招聘
100多名村民进公司（其中贫困户23
名），月人均收入超过3000元。临时
用工超过15000人次，其中贫困村民
用工达7500人次以上，占总次数的
50%以上。

土地流转
贫困户实现全部脱贫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保护水源
地，太极泉水公司已累计投资7000
多万元，流转了长寿村水源地周边近
1万亩土地。彭水县乔梓乡党委负责
人介绍，“农户土地流转后，其中一部
分贫困户被吸纳成为公司员工，真正
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既有稳定的收
入，又能照顾好家庭。”

“现在的生活真的好了很多，不
仅每个月可以拿3000元工资，下班
后还有专门的时间来照顾我丈夫。”
长寿村贫困户代足芹说。代足芹的
丈夫患有癫痫病，家庭重担全部落在
她身上，此前只能靠微薄的农业收入

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她
说，“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忙碌，早上天
没亮就上坡种地，天黑了才回家，娃
儿也跟着受罪。”太极泉水公司通过
土地流转、“一对一”帮扶等措施，帮
助包括代足芹在内的30户贫困户实
现全部脱贫。

多措并举
众乡亲日子越过越好

为帮助村民拓宽致富路，太极泉

水公司在彭水县委统战部的支持下，
积极牵线太极集团与当地合作，带动
村民进行中药材种植。目前该县前
胡种植已超过10000亩，苍术、白芷、
薄荷、紫菀种植超过1000亩。良好
的自然生态环境，成就了乔梓乡纯天
然的优质农产品。为拓宽销路，太极
泉水公司积极发动员工特别是党员
干部将贫困户的农副产品发到朋友
圈，进行广泛宣传、销售。据不完全
统计，近3年来，通过朋友圈“微销”，
给贫困户增加近20万元的收入。为
保障村民出行方便和安全，太极泉水

公司还投资188万元，硬化长寿村至
高龙村公路2.1公里，安装长寿村至
水花村公路护栏2公里。并计划再投
资超过1000万元资金，建设一条宽7
米、长4.1公里，从乔梓乡场上到长寿
村的太极泉水大道，进一步改善村民
生产生活条件。

“通过提供就业岗位、硬化道路、
中药材种植、助销农副产品等多种措
施，给广大村民的生活带来十分显著
的变化，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活力，对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乡村全面振兴，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彭水县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陶敏说。

热心公益
好民企获得广泛赞誉

“我们的技术人员都是多年从事
药品生产研发的药学人才，我们要将
做药的严谨用到大健康食品的生产
研发上来。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研
发力度、不断创新，将太极泉水公司
做大做强，以便更好地带动周边村
民脱贫致富，用最好的产品回馈
更多的消费者。”曾多年从事新药
研发工作的太极泉水公司负责
人林榜建说。据了解，太极泉水
公司自投建以来，通过研发建成
了一条全自动高速罐装山泉水生
产线，经过几年的经营发展，企业

年产销能力超1亿罐，年产销规模可
达5亿元，迄今已累计实现产值超过
10亿元，实际缴纳税费超过1.1亿元，
为推动彭水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县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在企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的同
时，太极泉水公司不忘社会责任，截
至目前已累计出资近600万元赞助公
益事业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公司积极向当地疫情防控一线单位
捐赠了10余万元物资，获得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

吴志杰 陈小东
图片由太极泉水公司提供

助力决战脱贫攻坚
统一战线在行动

太极泉水公司生产车间

太极泉水生产基地太极泉水生产基地

乔梓乡长寿村乔梓乡长寿村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连日来，为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两地在人社公共
政策、退役军人事务、企业服务、生态
共建、创新创业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
多领域合作。

人社公共政策
建立重大政策沟通协商机制

近日，四川省人社厅法规处与重庆
市人社局法规处签署了《关于加强川渝
人社公共政策和行政许可合作协议》。

重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签署协议，两地合作建立了重大政策
沟通协商机制，将两地沟通协商纳入规
范性文件审查的必经程序，对于特重大
公共政策的制定，召开联席会议协商研
究。

针对社会保险待遇、工资收入水平
等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两地将
加强工资、就业、养老、失业、工伤以及
奖励等待遇标准调整前的通气沟通，借
助两地人社数据交换平台，推进两地公
共政策协调同步，缩小政策差距。

遂宁市人社局与潼南区人社局还
签署了《关于推动遂潼人社行政许可建
设合作协议》，两地将作为川渝人社行
政许可合作的第一个试点基地。

退役军人事务
多方面深化合作

5月28日，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和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签署合作协
议，将加强川渝退役军人事务领域合
作。

根据协议，川渝两省市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将坚持信息互通、政策互商、工
作互促、资源互享、人才互育的原则，在
政策法规、思想权益、规划财务、移交安
置、军休服务、就业创业、双拥工作、优
待抚恤、褒扬纪念、人才培养、信息建设
等方面深化合作，互促共进，合力推动
退役军人事务高质量发展。

企业服务
共建跨区域民企投诉处理协作机制

5月29日，我市与四川省签署构建

跨行政区域投诉处理协作机制战略合
作备忘录，共同为四川省重庆商会、重
庆市四川商会授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民营（外来）企业投诉服务工作站”
牌，这标志着川渝跨区域民企投诉处理
协作机制初步建立。

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坚持“异地优
先、以邻为重”的原则，对群体性、应急
性、易造成社会不良影响事件，以及严
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的事件共同
会商、共同调查处理；对牵涉企业重大
利益的纠纷、对两地良好营商环境造成
严重不良影响的事件，双方将共同协
商，密切协作。

生态共建
合川推出一张负面清单管两地

6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合川区生
态环境局了解到，该区将通过与四川相
邻市、县形成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
合力，实现一张负面清单管两地。

合川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何华介
绍，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合川区出台了《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生态共建环境共保工作方案》，明确
强化嘉陵江上游生态大保护，坚持一张
负面清单管两地等4个方面25个重点
工作，完善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环境应急风险防
范、生态环境数据共享等机制。

创新创业
培养4000名大数据智能化人才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科大讯飞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科大讯飞）西南总部
获悉，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机遇，日前科大讯飞已将公司人才培养
西南运营中心落户重庆，今年将联合成
渝两地高校培养4000名大数据智能化
人才。

科大讯飞有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心
将以西南总部为支撑，加强川渝双城联
动，共享优质师资、教育资源，牵头两地
合作高校互动交流、两地学生跨区域参
与竞赛等，提升人才培养双城效应。

（记者 黄乔 张莎 吴刚 龙丹
梅 向菊梅 采写）

川渝两地开展全方位多领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