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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剧院

京剧《沙家浜》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1日

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团有

限责任公司
京剧《泗州城》《秋江》《三堂

会审》
演出时间：2018年2月28日

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团有

限责任公司

金汤街剧场

川剧 张飞审瓜（弹戏）梅
龙镇（胡琴）双拜月（高腔）上任
请客（灯戏）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6日
下午2：00

演出票价：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川剧 拨火棍（弹戏）薛仁

贵回窖（弹戏）月下访信（胡琴）
凤仪亭（高腔）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7日
下午2：00

演出票价：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弦乐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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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演出信息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走出
厂门就能坐车直达火车站汽车站，
方便！”2月10日，市两江公交公司
开通“富士康职工回家专线”，将在
随后几天，陆续把富士康重庆园区
近6000名外地职工送往主城各汽
车站、火车站，方便他们踏上归程。

10日早上6时，载满50多名工
人的第一班“富士康职工回家专线”
顺利发出。该专线车是富士康重庆
园区工会联系两江公交公司开通的
定制公交，凡出行目的地车站一致的
职工，可直接提包上车，无需购票。

两江公交公司负责人表示，专

线车将从富士康厂区分别开往龙头
寺、菜园坝、重庆西站等各个客运枢
纽站。2月10日-15日期间，专线
车每天至少投放16台运力，执行定
时发车，并安排地勤人员提供出行
引导咨询、提放行李等服务。

此外，在春节后2月19日-21
日期间，两江公交还将安排运力，在
主城各枢纽站接回渝的富士康职工
返厂到岗。

公交巴士开到富士康工厂门口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2月9日，
来自市交委的消息称，2月15日0∶00至
2月21日24∶00，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
7座）载客车辆通行高速公路免收车辆
通行费。免收通行费时间以车辆驶离高
速公路出口车道的时间为准。

春节长假期间，全市高速公路ETC
收费车道依然保持ETC车辆专用通道
状态。办理ETC业务的7座及以下小
型客车通行ETC车道，同样享受免费政
策。免费时限结束前，7座及以下小型
客车可就近选择出口下道，享受免费政
策。

市交委预测，受高速公路小型车免
费通行影响，预计2018年春节长假期
间，我市高速公路车流总量在1000万辆
次左右，日均车流量约143万辆次。

从主城高速公路9个主线收费站车
流量来看，受G5013沙坪坝主线站无连
接内环快速通道影响，预计春节长假期
间，G5013沙坪坝主线站车流量最小，
大部分前往G5013渝蓉高速车辆将选
择G93沙坪坝上高速后经绕城高速至
渝蓉高速。预计G93沙坪坝主线站车
流量大，G75巴南、G85九龙坡、G75北
碚、G50江北、G65巴南主线站车流量较

大，G50S南岸、G65渝北主线站车流量
较小，G5013 沙坪坝主线站车流量最
小。

川渝通道。重庆往四川现有线路
10条，其中射线7条（渝邻、渝广、渝武、
渝遂、渝蓉、成渝、渝泸），连线3条（恩广
高速万州至达州段、沪蓉高速垫江至邻
水段、张南高速梁平至大竹段）。预计成
渝、渝遂、渝武车流量较大，易出现拥堵，
渝广、渝蓉车流量相对较小。

渝鄂通道。重庆往湖北现有线路5
条，其中射线2条（沪渝、沪渝南线），连
线高速3条（沪蓉高速梁平至巫山段、张

南高速黔江至恩施段、恩广高速万州至
利川段）。预计沪渝高速重庆至长寿段
车流量较大，易出现拥堵，沪渝南线车流
量较小，可选择通行。

渝贵通道。重庆往贵州方向现有线
路4条，其中射线1条（渝黔），连线3条（南
道、酉沿、秀松）。预计渝黔高速重庆至綦
江段车流量较大，易出现拥堵，南道、酉沿
车流量较小，不易出现拥堵情况。

渝湘通道。重庆往湖南现有线路1条
（渝湘高速），预计重庆至南川段车流量
较大易出现拥堵，秀松高速车流量较小
不易出现拥堵情况。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记者2月9日从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春运期间，市公安交管
部门将严查大货车、大客车等重点车辆超载、超速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以进一步预防交通事故，保
障春运市民的平安出行。

据了解，重点车型主要包括公路客运、旅游
客运、“营转非”大客车、危化品运输车、校车、非
营运大客车、租赁大客车、货车、三轮车、两轮
车、面包车等10类重点车辆以及拖拉机等。严
查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主要是超速、超载、超
员、疲劳驾驶、酒驾、毒驾、无牌无证驾驶、套牌
假牌、闯红灯、客车违规载货、客车夜间违规通
行三级以下山区公路、2—5时客运车辆违规运
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为整治货运车辆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从即日
起至2月14日，交巡警将在全市主要货运通道设
立货车专项检查站，在21∶00—次日凌晨1∶00开
展路检路查。通过“自动抓拍+人工抓拍”方式，
高频次抓拍货车超速、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违法变道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为整治返乡
主通道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将通过“人力+科技”
的方式，全面提升检查车辆的频次，加强路面防
控。另外，交巡警将继续加大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酒驾毒驾集中整治行动力度和频次，集中曝光交
通违法行为。

春运期间重庆交巡警
严查超载超速

本报讯 （记者 曾立）吃糖关
刀、捏面人、打草编、写春联——随着
春运旅客逐渐增多，重庆江北机场
T3A航站楼年味儿也更浓。2月9
日上午，华夏航空公司与重庆机场集
团在T3A航站楼联合开展了“寻年·
中国记忆”新春体验活动，让南来北
往的旅客提前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年。

记者在T3A航站楼看到，现场
不仅有歌舞拜年、“云鸽示范乘务组”
制服形象展示，还有茶艺表演、昆曲
表演、打草编、写春联等，吸引了许多
旅客驻足观看。糖关刀、捏面人等传
统民间工艺，更是受到孩子们的喜

欢，不少小朋友围在展台前，兴奋地
蹦蹦跳跳，不愿离去。而在年味集市
上，舟山观音饼，敦煌李广杏干，百色
芒果干，鄂伦春蓝莓果干等美食也让
旅客大饱口福。

“刚到家乡，就感受到浓浓的年
味儿。”从北京回家过年的36岁旅客
陈先生告诉记者，虽然归家心切，但
他也忍不住在现场驻足停留。

为了让旅客留下“回家之路”的
美丽记忆，T3A航站楼内还设置了

“狗年大吉”“祭灶王”“Made in
China”“勒是重庆”“全家福”等6组
打卡墙，吸引了许多旅客拍照留念。

在T3A航站楼感受浓浓中国年

本 报 讯 （记 者 兰 世 秋
实 习 生 林 曦 玺）2 月 10 日下
午，重庆200余名观众在英皇电
影城重庆新光天地店通过众筹
的方式观看了电影《一个人的课
堂》。此次众筹观影由《中华手
工》杂志发起，200多名观众自费
包场观看。

电影《一个人的课堂》是新锐
导演李军林的处女座，由著名演员
孙海英主演，近日在国内公映。影
片讲述了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宋
文化为了山区小学留守的最后一
位学生，执拗地坚守在自己奋战了
36年的讲台上的故事，师生间感

人肺腑的情感打动了现场观众。
“我也曾是一名教师，影片中

乡村老师宋文化的坚守让我很有
感触。”看完影片后，观众陈洪川声
音有些哽咽，动情地对记者说。

《一个人的课堂》上映后，收获
了良好的口碑，有媒体评价其为有
担当的“良心片”，但该片的排片量
只有0.01%。

“《一个人的课堂》没有噱头和
悬念，很容易被其他商业片‘挤’到
角落。”对于影片的“叫好不叫座”，
李军林表示：“尽管如此，此片能在
重庆众筹观影，还是让我看到了重
庆浓郁的文化氛围。”

口碑好 排片少

《一个人的课堂》在渝众筹观影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陈
钧）2月10日下午，一场“有一种
乡愁叫重庆——余光中‘悦来时
光’情景朗读会”在悦来会议中
心举行，缅怀这位文学大师的同
时，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借余
光中《乡愁》，悦来投资集团将在
原江北化肥厂工业遗址上打造
文艺小镇。

去年年底，著名作家、诗人余
光中去世，留给世人1200多首诗
歌，被天下游子广为传诵。

余光中生于南京，10岁时随
母亲躲避战乱落脚重庆，最终落脚
位于原重庆江北县的“悦来场”，也
就是今天的两江新区悦来片区。
余光中在悦来生活了七年。在他
的乡愁所在地重庆悦来场，重庆悦

来投资集团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纪
念他——规划建设一座文艺小镇。

据介绍，这座文艺小镇将在江
北化肥厂原址上打造，打造成文艺
小镇，重庆的文艺青年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栖息地，这里有工作室、有
博物馆群落、有艺术咖啡等。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原厂
2016年完成搬迁工作，留下来的
厂房、机器、植被都尽量保持原
貌，2018- 2020 年将着力打造
13.8万平方米的悦来文艺小镇。
其次，悦来还将通过与美术学院、
音乐学院、艺术剧场、艺术家工作
室等机构的合作与引进，丰富悦
来的文化艺术空间。未来三年，
力争将文艺小镇打造成AAAA
级旅游景区。

余光中“乡愁”所在地
将变身文艺小镇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 实
习生 林曦玺）2月10日，纪录片
《诗意重庆》首发式在大坪英利万
达影城举行。该片通过李亚伟、李
海洲、邱正伦三位本土诗人的深情
讲述，为观众描绘了他们诗歌创作
的心路历程，以及各自心中的“诗
意重庆”。

《诗意重庆》由曾获“夏衍杯”
优秀电影剧本大奖的重庆青年导
演郑正执导，该片分为《山河故乡》
《诗意江湖》《热血山城》三个章节，
三位诗人分别讲述了他们内心深
处的那首诗、那壶酒、那座城。

上世纪80年代，21岁的李亚
伟写出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中文
系》，这首诗在诗歌界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在《诗意重庆》中，李亚伟
回忆，当年他写这首长诗仅花了一
个下午的时间。而在自己南来北
往的漂泊生涯中，他始终挂念的是
故乡重庆：“我终于明白，故乡是我
血肉躯体上抹不去的深深胎记。”

1973年出生的李海洲从16
岁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创作的脚
步。片中，他出现在《诗意江湖》章

节，表达了对时代、对诗歌的思考。
邱正伦现为西南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他在《诗意重庆》中回忆
了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辉煌，以
及自己对重庆深深的依恋。他说：

“一提到诗歌我就很激动。诗歌是
我生活的一部分，不可分割。”

关于诗歌的现状，李亚伟在接
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人
认为如今诗歌太小众，文学的辉煌
不再。但事实上，现在写诗的人比
过去多得多。李海洲表示，重庆是
诗歌的重镇，重庆诗歌也有着自己
独特的风格。

郑正介绍，《诗意重庆》着意于
三位诗人各自精彩的诗歌之路，也
着眼于极具魔力的重庆山水。摄
制组精心选取了南岸哑巴洞码头、
南之山书店、磁器口金碧巷以及西
南大学校园等颇具山城特色的外
景地，希望捕捉到重庆这座诗意之
城的魂魄。

当天，《诗仙太白兄弟情》MV也
进行了首发。《诗仙太白兄弟情》讲述
了在重庆的一条老街上，几位青年男
女的奋斗与友情，令人回味悠长。

纪录片《诗意重庆》首发
三位本土诗人讲述内心的那首诗、那座城

2月15日0∶00至21日24∶00高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我市高速公路车流总量
将达1000万辆次左右

近年来，随着高铁动车的大幅增加和智
能手机的大量普及，加上互联网+的不断进
步，春运的旅途开始变得越来越轻松。今天，
我们跟随一台手机，开始不一样的春运之
旅。以下是这台手机的自述。

我的主人叫张羽靓，家住渝北区，2月8
日她接到朋友电话，便突然决定9日上午要
去100 公里外的大足一趟。天都快黑了，还
好我身上带着铁路12306和高铁管家这些购
票APP，主人很容易的就订了火车票，不用去
售票处排队了。

首席记者 崔力 摄影报道

一台手机的

春运之旅

2月9日早上，主人打开我的“滴
滴出行”，叫来一辆车，带着我准备前
往火车站。1

2 重庆北火车站购票大厅，主人打开
我身上的铁路12306APP核对了下购票
信息，拿出身份证准备取票。

3 安顿好自己，主人就打开了我身上微信
里的视频电话，开始和朋友约定接车时间和
位置。 4 主人对“蛙儿子”真好，都快到开车的点

了，还不忘打开旅行青蛙，看看自己的“蛙儿
子”回家了没有。

5 主人在火车上买了“动妹”推车里
的饮料和食品，扫了我肚子里的支付
宝，好方便。

6 12∶24，主人和我顺利到达大足
南站，给高铁说拜拜，邮亭鲫鱼和啤
酒，我来了！

2 月 9 日，T3A 航站楼内设置了
“狗年大吉”等6组打卡墙，让旅客留
下“回家之路”的美丽记忆。

记者 曾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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