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演出信息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朝天门》
演出时间：1月25、26日 19∶30
演出票价：280/180/80元

云瑚音乐厅
意大利钢琴家瓦妮莎·贝纳

利·穆塞勒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元

涪陵大剧院

胡桃夹子
演出时间：2月3日
演出票价：50/80/120/180/

280元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红梅报春”经典歌剧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施光南大剧院

话剧《新原野》
演出时间：2月3、4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

480元

重庆大剧院大剧场

超级飞侠《小爱的奇幻旅程》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30/

280/380元

冠达集团·世纪游轮-哆唻咪
和大灰鸡亲子故事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8日 10∶30
演出票价：100/180/280/380元

冠达集团·世纪游轮2018新
年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8日 19∶30
演出票价：180/280/380/580/

880元

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敦煌》
演出时间：2月1、2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

480/680/880元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

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微商城购票

本 报 讯 ( 记 者 兰 世 秋 实 习 生
林曦玺)笔墨横姿的书法，文采斐然的诗
作……1月25日，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书
法家、诗人何鲁的82件诗书作品，集中亮
相于王琦美术博物馆“落纸云烟——何鲁
诗书艺术展”，该展览展出的作品类别包括
对联、书信、书谱、扇面、手卷等。

何鲁，1894年生于四川广安，是中国数
学泰斗级人物。何鲁1932年来到重庆，在
山城生活了20多年，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的艰苦岁月，曾任重庆大学第五任校
长。何鲁不仅在数学领域影响深远，他还是
一位书法家和诗人。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的诗书
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是珍贵的
历史文物。如第一次公开展出的横幅长卷
《盛节纪燕图》，是何鲁与刘伯承元帅在
1950年的诗词唱和，承载了两人交往的动
人故事，后经张伯驹、潘素夫妇赋词并作工
笔画《盛节纪燕图》，形成了精裱横幅长卷。
《盛节纪燕图》上还有马识途等名人题诗。

被誉为“中华第一笔记”的《微积分学理
解》则是重庆大学档案馆的镇馆之宝。《微积
分学理解》是1915年何鲁在法国里昂大学
求学时的数学笔记，共143页，全本用法文
书写，几何图形绘制精确，如刻似印，展现了
其深厚的硬笔书法功底，仿若一件精美绝伦
的艺术作品，是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科
学文化的历史见证。

此外，何鲁创作于1973年的书法作品
《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技艺炉火纯青，引
起了观众浓厚的兴趣。这件作品也是何鲁
的绝笔，作品完成10天之后，他因病与世
长辞。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4日，免
费对市民开放。

中国数学泰斗何鲁诗书作品展在渝举行
何鲁与刘伯承诗词唱和的《盛节纪燕图》首度亮相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
习生 林曦玺）1月 25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获
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初评活动已经启动，重庆奉节
南宋白帝城遗址项目和其余22个
省、市自治区的39个发掘和调查项

目一起入围初评名单。
据了解，此次我市入选的奉节

南宋白帝城项目位于奉节新县城以
东，去年共完成考古发掘面积2690
平方米，清理南宋至明清时期的城
墙、城门等遗迹 20 处，出土文物
300余件。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启动

奉节南宋白帝城遗址入围

匠心打磨

话剧《朝天门》是如何诞生的？
重庆市话剧院艺术总监郝鹏寿介

绍，创作之初，我们便想以此剧反映重庆
民众积极抗战、保家卫国的经历，传达出

“朝天门之天，乃国家和民族大义”的创
作诉求。

话剧《朝天门》经过大小上百次修
改。“创作团队匠心打磨，就是想打造一
部经得起思想和艺术考验的佳作。”该剧
出品人陈家昆说。

在采访中，重庆日报记者感受到这
支创作团队的那股拼劲儿。

男主角陆怀义的扮演者郝鹏寿是国
家一级演员，但在演出中仍像新人一样，
虚心听取意见，不断揣摩角色。“在北京
的一场演出结束后，一位业界前辈找到
我说，陆怀义重遇多年不见的小儿子这
段戏，可不可以换种方式演，不用一下子
认出来，可以慢一点，留给观众反应的时
间。”郝鹏寿说。听完前辈的话，我觉得
有道理，便在演出时采纳了，结果观众反
响很好。

不仅老戏骨精益求精，新生代也不

甘落后。剧中小儿子陆小河的扮演者刘
子旭，是一个88年出生的山东小伙。为
演好角色，他查资料、看视频，不断揣摩
人物心理状态。“那段时间我刷牙、洗脸
都在想陆小河，还情不自禁练台词，把家
人吓坏了。”刘子旭笑着说。

3年过去了，如今《朝天门》的演员们
对角色把握已如鱼得水。“这是不断打磨
的结果。”郝鹏寿说，“好茶是泡出来的，
好剧是磨出来的，现在，这个剧正是‘茶
香四溢’的时候。”

寻求突破

话剧《朝天门》的剧情和人物好看耐
看。壮阔的山城灯火、铿锵的纤夫号子、
久违的现实主义风格舞美，铸就了这部
作品不俗的品质。

在舞美设计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一个可旋转“机关”，光台阶就有4米高，
上面可站几十个人，还能快速旋转，呈现
不同时代的场景。

“最开始的舞台设计，城门楼很雄伟，
民居很写实，但不够灵动。后来，经过修
改，就变成现在可旋转的了，城门楼、大台
阶、民居在舞台上都生动起来，表达更加

艺术化、更有韵味。”郝鹏寿说。

以史为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的这两
句诗在话剧《朝天门》里被体现得淋漓尽
致。

为守护朝天门，捍卫重庆城的安危，
陆怀义与拆迁朝天门的人发生冲突；在
抗日战争中，他将通敌卖国的小儿子大
义灭亲，这些剧情展示出一位爱家爱国
的守护者形象。

每个人都有故土家园，所以，讲述重
庆故事、家国情怀的《朝天门》总能让观
剧的重庆人骄傲。

“我要给话剧《朝天门》点赞，因为它
成功塑造了一个大写的重庆人，讲述了
一个非常正能量的重庆故事。”一位退休
工程师说。

“看过两次了，但每次看都热血沸腾，
因为这部剧讲的是咱们重庆人自己的故
事，戏里的老城门楼、大台阶，百看不厌
啊！”土生土长的渝中区市民李大妈说。

该剧编剧王逸虹谈及此剧时说：“剧
中一转一折皆有史料可依，一言一语实

为内心写照，将重庆人舍生取义的精气
神传达了出去。”

观照当下

话剧《朝天门》中，层层叠叠的阶梯，
依山傍水的吊脚楼，无不深藏着重庆文
化密码，连接着重庆的过去和未来。

“话剧《朝天门》就像重庆版的《茶
馆》，无处不在的老重庆味为重庆文化标
注了品格和风骨。”剧评人张向阳表示。

该剧自2015年1月首演至今，受邀
参加了国内北京人艺精品剧目等三大权
威戏剧邀请展节，入选了2016年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创作剧目行列，收获
了各大奖项，还在北京、天津、延安等地累
计演出65场，观众人数超过5万人，创下
近年来重庆大型原创剧目演出场次新高。

“话剧《朝天门》对于重庆城市形象
塑造和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让我们有
理由相信，它将成为一张重庆文化的新
名片。”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马也高度评
价了这部戏。

“这部剧从重庆码头文化的生态中
挖掘出具有当代人文关怀的价值和精神
蕴涵，具有现实意义。”陈家昆认为。

“朝天门哪，门朝天哪，齐心协
力把货拉啊……”1月25日晚，随
着压轴大戏重庆本土话剧《朝天
门》中浑厚的川江号子在国泰艺术
中心唱响，“隆重纪念中国话剧诞
辰110周年——中国话剧协会西
南大区优秀原创剧目展演”也接近
尾声。

昨晚上演的话剧《朝天门》由
重庆市话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
朝天门和参与修建朝天门的陆怀
义一家风云变幻的故事。《朝天门》
上演时间距离该剧首演刚好过去3
年。3年里，该剧受邀在全国多地
演出，收获无数掌声和荣誉。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通
讯员 娄亚梅）近日，万盛博物馆收
到来自英国世界纪录认证总部颁发
的世界纪录认证书：“青山莽”唢呐
获得“世界最大唢呐”认证。

2006年，万盛金桥民间吹打被

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而“青山莽”唢呐是金桥民间
吹打的一件配置乐器，现陈列在万
盛博物馆。“青山莽”长4.5米，喇叭
口直径1.8米，吹奏时需5人合力，
两人抬，两人按孔，一人吹奏。

万盛“青山莽”唢呐
获“世界最大唢呐”认证

一张重庆文化新名片一张重庆文化新名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任雪萍任雪萍

陈列在万盛博物馆的“青山莽”唢呐。 通讯员 令狐克勇 摄

展现新时代重庆人防新气象
“我们要很好地调整思路，用创新的思想，

用新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扎实地把我们
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2017年10月26
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会后，市民防办党
组书记、主任扈万泰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
科学谋划新时代人民防空事业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市民防办先后开展
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活动，取得显著成效。该办党组要
求全市人民防空系统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关于人民防空重
要指示精神，将之作为当前和今后人民防空工
作的总指引，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并结合重
庆人民防空工作实际，创新驱动，改革引领，努
力开创新时代重庆人民防空事业新局面。

“真学，就是要坚持学习、深入学习，让十九
大精神入脑，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
神上来；真懂，就是在学习中要力求精益求精、融
会贯通，让十九大精神入神。”市民防办负责人表
示。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市民防办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先后召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
习、党组会及支部学习会40余次，邀请市委宣讲
团成员专题辅导，深刻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并通
过举办全市人民防空系统领导干部培训班、开展
专题知识竞赛、中心组成员瞻仰红岩革命纪念馆
并重温入党誓词、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开设
专栏等多种形式，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热潮。
由于切实做到真学、真懂，2017年12月7

日，市民防办代表队荣获市直机关第四片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复赛一
等奖。

真信，就是要坚定远大理想和共同信念，让
十九大精神入心，做到理论清醒、政治坚定、行
动自觉；真用，就是要做到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让十九大精神入行，做到学进脑、信入心、践于
行。

拥抱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防空的重要指示精神必须
深刻领悟，切实贯通到全市人民防空工作的方
方面面。”市民防办负责人说。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七大战略、三个攻坚战
部署，市委五届三次全会安排了三大攻坚战、八
项行动计划。该负责人表示，必须对照各项战
略行动的安排部署，积极谋划全市人民防空行
动。

在第七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上，我市被授

予“全国人民防空先进城市”光荣称号。面对荣
誉，我市人民防空系统从未止步。对标对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结合
重庆实际，科学谋划到本世纪中叶我市人民防
空工作的发展路径：到2020年，全市人民防空
体系建设更加完善；军民融合发展更为深入；同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相一致，打赢现代战争
的人民防空能力有大的提升。到2035年基本
建成强大巩固的现代人民防空体系，基本实现
人民防空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一流
现代化人民防空强市。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市民防
办起草了《把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
上人民防空工作行动方案》。该《行动方案》详
细制定了108项重点工作计划，并逐项明确了
完成时限、责任单位、配合单位和责任领导，确
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做实。

创新驱动 改革引领
努力开创新时代人民防空新局面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
革。

市民防办高度重视深化改革专项工作，在
深化改革实施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抓重点、关
键突破带全局、结果导向求实效，扎实推进人民
防空系统深化改革工作。为更好推进这项工
作，市民防办于去年初成立了深化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全系统深化改革工作的统筹协调
推进和重大事项的决策。

作为直辖市，重庆是国家人民防空重点防
护城市，但具有明显的省域区域特征。如完全

按照重点城市防护标准不加区别对待，全市都
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操作性很不强，很多远郊区
县根本无法完成任务。因此在深化改革专项工
作中，必须把政策创新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抓
手争取突破。针对上述问题，市民防办将全市
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的防护任务及人民防空
工程目标进行分类细化，明确具体建设任务，增
强了发展的针对性、科学性及可操作性。

针对目前重庆人民防空建设发展存在的突
出问题，市民防办加强统筹谋划，在全系统收集
整理了30余项重难点问题，分批展开改革创新
专项研究工作，力求形成一批指导工作的政策
和规范，眼下已初步形成一批成果。

同时，市民防办把“放管服”作为深化改革
的主要内容扎实推进，以行政许可标准化建设
为抓手，着力推进人民防空“放管服”改革，“放”
的效果逐步显现，“管”的制度不断健全，“服”的
水平持续提升，人民防空建设领域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得到进一步激发，有效促进了人民
防空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为贯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民防办快速响应、迅速落
实，立即开展深化改革专项工作再动员、再出
发。并结合实际工作和深化改革专项工作中面
临的新问题、新情况，于去年11月底下发了《市
民防办深化改革专项工作规则》的通知，要求全
市人民防空系统干部职工高度重视、自觉落实
和维护各项改革措施，推动深化改革专项工作，
努力推进我市人民防空事业在新时代呈现新气
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人防通信指挥车

杨兴富 图片由市民防办提供

学以致用 深化改革

1月25日晚，重庆市话剧院原创话剧《朝天门》在国泰艺术中心上演。 记者 熊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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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话剧《《朝天门朝天门》》
上演三年记上演三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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