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祖国打CALL！”“观影过程中，
我一直心潮澎湃，自豪感爆棚！”自3月
2日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公
映后，引发了观影热潮，观众们也在网
上给予这部影片高度评价。而影片中
重庆元素的出现，也令山城观众非常
惊喜。

“作为重庆人我非常自豪”

《厉害了，我的国》结合党的十九大
精神，将祖国发展和成就以纪录片的形
式呈现在大银幕上，全面反映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三声锣响后，一列从中国重庆始
发的列车满载着货物缓缓驶入。”当《厉
害了，我的国》中出现这句旁白时，重庆

观众感到亲切又欣喜。这是电影中关
于中欧班列的介绍。

家住南岸的观众唐女士说：“之前我
也听说过中欧班列，没想到在电影《厉害
了，我的国》中会看到了它的身影。作为
重庆人我非常自豪，为家乡点赞！”

据悉，自2011年3月19日中欧班
列（重庆-杜伊斯堡）首次开通以来，飞
速发展。截至2016年6月，重庆开出的
中欧班列班次数量占全国中欧班列数
量的45%左右，其货值占所有从新疆阿
拉山口出境的中欧班列货值总量的
85%。2017年3月23日，中欧班列（重
庆）开行6年后突破1000列，成为中国
首个突破千列的中欧班列。到2017年
底，中欧班列（重庆）累计开行量超过
1500班。

观众陈晓说，当在电影中听到“重
庆”两个字时，觉得非常亲切、自豪，“内
心热血沸腾。”

“看起来真实温暖又亲切”

“小家”的红火与“大国”的兴旺密
不可分，《厉害了，我的国》上映当天正
值元宵佳节，不少观众都和家人一起前
往影院观影。

据了解，该片上映首日票房超过
4000万元人民币，赢得了票房和口碑
的双丰收。

大量观众观影后纷纷在网络上留
言，为这部别具魅力的电影和真实感受
到的幸福生活点赞。70后观众李婷婷
说：“早些年过年回家要挤很久火车，现
在坐上了高铁，我两小时就到家了。”

还有观众表示，自己出差经常坐高
铁，“平时也觉得很平常，但看到电影里
说，中国高铁通车里程已达2.5万公里，
是世界高铁里程第二到第十位国家的
总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80后观众赵蒙申用“温暖”一词来
形容该片：“电影内容和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国家的强大和建设成就不是简
单的数据，而是有温度的现实生活，看
起来真实温暖又亲切。”

正是这些与普通民生息息相关的
内容，让浓浓的爱国情感在广大电影观
众间产生强烈共鸣。该片导演卫铁在
采访中也强调，电影要“让人物贴近群
众，让观众直观地听到人物本身在诉说
他的经历、他的情感，让片中人物和观
众建立直接的交流。”

重庆元素亮相
《厉害了，我的国》

重庆上映三天场场爆满
本报记者 兰世秋 实习生 林曦玺

《厉害了，我的国》海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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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女歌唱家专场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9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春之歌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16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国泰艺术中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话剧《驯悍记》
演出时间：3月16-17日 19∶3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元
演出单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云瑚音乐厅
美国曼哈顿室内乐团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9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演出单位：美国曼哈顿室内乐团
肖莉箜篌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17日 19∶30
演出票价：580/280/180/80元
演出单位：肖莉、鲁红可、李梦哲
比利时钢琴家尼古拉斯·康德独奏
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演出单位：尼古拉斯·康德
重庆铜管五重奏 爵士乐专场音乐
会《情迷爵士2》

演出时间：3月24日 19∶30
演出票价：280/180/100/80元
演出单位：重庆铜管五重奏

重庆大剧院

大剧场
李玉刚十年经典演唱会重庆站
演出时间：3月9—10日 19∶30
演出票价：280/480/680/880/1080/
1280元
演出单位：李玉刚
2018Gary曹格城市唱游格友会
演出时间：3月18日 19∶30
演出票价：100/180/280/480/680/880
元
演出单位：曹格
维也纳Eggner三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21日 19∶30
演出地点：重庆大剧院
演出票价：30/50/80/100元

中剧场
今夜星光灿烂—星夜相声会馆2018
巡回演出重庆站
演出时间：3月6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380元
演出单位：北京星夜相声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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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雪萍）优美高雅的
古典芭蕾、融入生活的现代芭蕾……本月
起，重庆将开启芭蕾舞季。3月4日，随
着经典芭蕾舞《黑天鹅》和“优雅人生
茶话芭蕾”艺术讲座在国泰艺术中心先
后举行，正式拉开了2018重庆芭蕾舞
团·国泰艺术中心芭蕾演出季的序幕。

今年芭蕾演出季看点多多。从3
月至9月，重芭版的《天鹅湖》《胡桃夹

子》《山水重庆四部曲》《足尖上的拉丁》
等经典芭蕾舞剧和现代舞专场将陆续
登陆国泰艺术中心。值得一提的是，
《足尖上的拉丁》由以色列编导Maria
Barrios全新打造，既融合了拉丁舞热
情奔放的情调，又有芭蕾如梦如幻的韵
味，用混搭的舞蹈语言演绎了动人的故
事，让观众能欣赏到一台带有拉丁风情
的现代芭蕾舞表演。

为更好地呈现芭蕾舞台艺术，此次
演出季也是重庆芭蕾舞团首次和国泰艺
术中心共同打造。重庆芭蕾舞团团长刘
军表示，这种合作模式借鉴了国外一些
芭蕾舞团的做法，比起巡演、驻场演出在
舞美、灯光等方面呈现得更精细，能够保
证演出质量，让观众有好的视觉效果。

据悉，本次演出季也将推出惠民
票，最低票价仅38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
珩）3月5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惊蛰。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大
部地区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
有阵雨，明天雨水将席卷全市。

市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
各地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
阵雨或分散阵雨，各地气温将
略微下滑。明天，雨水将席卷
重庆各地，雨量以小雨到中雨
为主，全市最高气温也将跌至
16℃，主城最高气温仅15℃。

专家提醒，惊蛰处于冬春
季节交替时期，乍暖还寒，气温
变化幅度较大，应该注意保暖。

市气象台预计，5日白天，
各地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
阵雨或雷雨，大部地区气温9～
18℃，城口及东南部8～16℃，
主城区阴天，12～17℃；5日夜
间到6日白天，各地阴天有间断
小雨或零星小雨，大部地区气
温8～17℃，城口及东南部6～
14℃，主城区阴天有间断小雨，
13～17℃。

今日惊蛰

全市最高气温
将跌至16℃

3 月 4 日，第十八届亚
运会国家攀岩集训队选拔
赛在位于九龙坡区的华岩
壁虎王国家攀岩示范公园
举行。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
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和
中国登山协会主办。本次
比赛完全参照亚运会的比
赛模式，设男、女全能组和
速度组两个组别，共有来自
全国各省市的60名优秀攀
岩选手参与角逐。入选选
手将和其余13名国家攀岩
队队员一起，代表中国参加
今年 8 月在雅加达举行的
第十八届亚运会。

（记者 黄琪奥 卢越
摄影报道）

亚运会国家攀岩集训队选拔赛在渝举行

2018重庆芭蕾舞演出季开启
惠民票最低票价仅38元

3月4日，重庆芭蕾舞团的演员演出经典芭蕾舞《黑天鹅》 （重庆芭蕾舞团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3月1日，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发布消息：作
为中国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
城市之一，重庆近年来积极探索并深入
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贸易投资便
利化，助力渝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截至2017年末，重庆已与“一带一路”沿
线逾六成的国家（共计40个）发生了跨境
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累计实现跨境人
民币实际收付结算量1045.4亿元，占全

市同期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的14.9%。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贸往来频繁，贸易额大幅攀
升，为跨境业务发展提供了支撑。以此
为契机，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等相
关部门依托中国-匈牙利中小企业跨境
投资与贸易洽谈会、中国（重庆）国际物流
展和渝洽会等平台，加强跨境人民币政策
宣传。同时，推动商业银行加强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分支行进行联动，建立涉

及“一带一路”的企业名单库，创新推出了
中欧班列（重庆）铁路贸易信用证结算、海
外承包工程项下保函、跨境融资及无追
索权保理等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通过这些举措，重庆的跨境人民币
结算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实现跨越式发
展。

据统计，仅2017年，重庆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发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
就达到了186.3亿元，同比增长3.3%，在

全市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中的占比比上一
年提高7.8个百分点；重庆市企业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货物贸易人民
币 结 算 量 达 6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1.9%。其中，在与塔吉克斯坦、斯洛伐
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家企业进行的国际贸
易中，新采用了人民币结算；截至2017
年末，5家重庆企业办理沿线国家境外工
程承包人民币结算收入1019.6万元；建
筑、汽车经纪等领域的渝企对老挝、蒙古
等国家直接投资，累计汇出人民币1.3亿
元。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加
快，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接
受和使用程度将进一步提高。未来，跨
境人民币业务将有力地支持重庆贸易投
资便利化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重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突破千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为表
彰先进、培树巾帼楷模，在三八国际
妇女节到来前夕，全国妇联授予余
留芬等10位优秀女性全国三八红
旗手标兵荣誉称号，我市有9人获
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本报
时政社会新闻中心等5个集体获得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我市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的
是：大足石刻研究院文博研究馆馆
员陈卉丽，人民小学党委书记、校长
杨浪浪，开州区竹溪镇春秋村妇联
主席任登秀，市中医院妇科主任夏
敏，忠县人民法院第四人民法庭庭

长汤君丽，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乐梅，武隆
区鑫凤鸽子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谢
莉苹，铜梁区妇联主席龙其贤，奉节
县红翠特色脐橙技术研发中心负责
人李良蓉。

我市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称号的有：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
电有限公司IC设计部应用工程中
心、重庆日报时政社会新闻中心、
重庆市冬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
目部、秀山县边城秀娘职业培训学
校培训部、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教
学部。

重庆9人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重庆日报时政社会新闻中心获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本报讯 （记者 白麟）3月1日，我
市保障和改善民生用水需求的重点供水
工程——市自来水公司丰收坝水厂二期
扩建接水工程顺利完成。在未来夏季用
水高峰期，该工程将极大缓解大渡口区
域、九龙坡部分区域的用水紧张。

在工程建设中，市自来水公司适应
新时代城市管理新要求，落实了“精细化
管理+”新作为。该工程于3月1日0∶00
完成，7∶00就全线恢复通水，比预计恢
复供水时间提前12小时。

丰收坝水厂二期扩建接水工程影响
范围广、社会关注度高、政府极为重视。

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按时通水，2月27
日，水务集团负责人到现场作动员，并督
查人员材料措施等落实情况，反复强调
要把工作做实、细、足，把存在的问题找
足找透，努力保证工程建设安全、优质、
高效完成。

据介绍，自来水公司将“精细化管
理+”贯穿到工程全过程，首先是确保方
案科学、任务明确。开工前，该公司已召
开3次方案讨论会，对施工方案大胆探
索、小心求证、优化完善，按照时间节点
明确各施工单位的具体实施方案、应急
预案等；协调解决好项目前期及实施过

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签订承诺书作为追
责凭据，压实责任；建工作微信群，畅通
信息、加强协调，合力推动方案编制等各
项任务落实到位。

此外，该公司及时向相关辖区政府
报备，争取相关部门对工程的全力支持，
以解决管线开挖、交通组织、用电环保和
施工环境等相关手续及许可的办理问
题，保障施工顺利进行，无阻工情况发
生。2月23日，自来水公司通过市内13
家媒体（报纸、电台、网络等）和公司官
网、微信、微博发布停水公告，并在重点
单位、医校、社区街道张贴公告600余

份，确保用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
2月28日停水期间，该公司及时更

新官方微信，公开了工程作业进度，提前
告知通水时间，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从
水务客户中心反馈的数据显示，在停水
期间没有接到用户投诉。

上述工程时间紧、工程量大、专业
人员需求量大、安全要求高。对此，自
来水公司以工程项目管理模式推进建
设，调集一切资源组合出击。工程共投
入人员347人，铺开工作面32个，开关
阀门100余个，出动各类车辆42台。工
程实施中，该公司负责人全程一线指
挥、动态管理，各施工单位也通过落实
责任、明确分工、通力协作，做到了排水
作业提前完成，穿墙打洞提前完工，管
件材料提早备好，工序衔接紧密有效，
难点问题合力解决，通过“白+黑”抓抢
施工时间，全力保障安全后勤，以及采
用新技术提升效率等措施，保障了工程
的高效快捷实施。

市自来水公司高效快捷完成
丰收坝水厂二期扩建接水工程

本报讯 原重庆造纸工业
公司书记、老红军、享受按省
（部）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
遇离休干部袁振翔同志，因病
于 2018 年 3 月 4 日逝世，享年
96岁。

袁振翔同志，女，汉族，陕西
延川人，1922年8月生，1936年
1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

袁振翔同志1936年 1月至
1939年 9月在陕西延川县妇联
任主任；1939年 9月至1945年
11月为边区党校、西北党校、中
央党校六部学员；1945年11月
至 1949 年 12 月于晋察冀边区
总工会任干事，牡丹江爱民区委
任书记，沈阳市妇联任秘书长；
1949 年 12 月至 1952 年 9月在

西南军区保育院任副院长；
1952 年 9月至 1954 年 12 月在
西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学
习；1954年12月至1958年3月
任重庆市印制公司党委书记；
1958年3月至1978年4月下放
劳动（错划右派）；1978 年 4月
至1979年4月在重庆市一轻工
业局调研组工作；1979 年 4月
至 1985 年 12 月在重庆造纸工
业公司任书记；1985年 12月离
职休养。2009年 9月经中组部
批准享受副市长级医疗待遇。
2011年 6月经中组部批准享受
按省（部）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
待遇。

袁振翔同志送别活动定于
2018年3月6日上午10时在重
庆市石桥铺殡仪馆举行。

袁振翔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重庆市二轻工业
局党委书记方敏同志，因病于

2018 年 3 月 1 日逝世，享年 89
岁。

方敏同志系上海人，1949年
6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9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方敏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重庆师范学院
基建科科长、人防办主任周莪荟

同志，因病于2018年3月1日逝
世，享年99岁。

周莪荟同志系河南尉氏人，
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
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莪荟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