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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黄 琪 奥）5 月
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委获
悉，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重庆
主场活动——第三届重庆非物质文化
遗产暨老字号博览会将于6月 9日至
11日在沙坪坝区举行。在为期三天的
展会之中，260 个非遗项目和老字号
将汇聚于此，让市民感受非遗的独特
魅力。

据了解，此次博览会是由重庆市文
化委员会、重庆市商务委员会、中共沙坪
坝区委、沙坪坝区人民政府主办，整个展
览面积10000平方米，共吸引了260个
非遗项目和老字号参展，涉及非遗产品、
衍生品两千余种，涵盖全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重点项目。
“和去年的博览会相比，今年的

非遗博览会参展企业数量明显增
多。”市文化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把展
区“搬”到磁器口就是希望发挥古镇
文旅融合的平台优势，拓展非遗展示
宣传空间。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此次博览会将

围绕“多彩非遗 美好生活”这一主题，
组织五场非遗专场演出，让市民能近距
离接触铜梁龙舞、彭水苗歌等非遗项目，
还将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研讨会，
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和保护提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
时，以梁平张鸭子为代表的“重庆老字
号”企业也会来到展会现场，为市民带来

包括火锅、小面、烤全牛在内的诸多美
食。”

展会期间，包括重庆市“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梁平分会场暨梁平区博物馆开
馆仪式、重庆主城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食特色小镇——南岸区九街壹华里非
遗美食特色小镇开街等系列活动将陆续
举行。

260个非遗项目和老字号集中亮相
第三届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老字号博览会6月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见习记
者 赵迎昭）5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文化和旅游部官网获悉，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出炉，共1082名非遗传承人入选，我市
包括黄敏等20人成功入选，涵盖了蜀
绣、川江号子、陶器烧制技艺（荣昌陶器）
等方面。截至目前，我市国家级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共有80人。

据了解，首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
单公布于2007年，平均每两年评选一
次，至今已进行了5次。和前几次评选
不同，此次评选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
新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二
是前三批中无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项
目；三是现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已去
世的项目。

重庆日报记者在浏览此次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名单后发现，酉阳民歌、梁平木
板年画、荣昌陶器等项目都是首度拥有
自己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此次入选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单无疑是对我之前坚
守的最大鼓励，今后我不仅会创作更多
作品，还将继续收徒授艺，让这项技术得
以传承。”荣昌陶器制作技艺传承人梁先
才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而在川江号子传承人曹光裕看来，
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无疑对他传承这
项技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未来，我
会尝试着将川江号子‘民族音乐交响
化’，从而让更多人能体会这项技艺的独
特魅力。”

“此番我市新增20名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是对我们工作的一大认可。”市
文化委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王发荣
表示，接下来我市不仅将定时为这20
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发放非遗经费，还
将通过打造个人传习所和博物馆的方
式，让他们能更好地收徒授艺，创作更
多作品。此外，针对部分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年事已高这一现状，则会通过拍摄
影片等形式，对这些技艺进行抢救性记
录。

重庆新增20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酉阳民歌、梁平木板年画、荣昌陶器等项目传承人首次入选

创作陶器，荣昌陶器制作技艺传
承人梁先才有着看似最简单随意的标
准——“想到就去做”。作品无数，却
几乎没有一份稿纸，他的脑子里有着
最丰富的经验和最活跃的想法，“我上
学的时间不长，所以条条框框就没有

那么多。”任何一件新式样的陶器从初
胚到完全成形这一整套流程的技艺改
良都是在梁先才大脑中完成的。

梁先才的女儿梁洪萍从事陶器
行业已有20多年，幼年时她便跟在
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与陶器之间产

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21岁时，她
正式进入父亲的制陶厂，从普通工
人做起，负责釉料配方等，一点一点
积累。2012年，她正式开办自己的
工作室，和父亲一起把荣昌陶器制
作技艺传承下去。

创作在心 无需使用稿纸

“川江号子总结起来就两句话，
一是技术，二是艺术。”曹光裕说，川
江号子起源于船工们的工作和生活，
作为喊号子的大号子头，必须要识水
性，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和需要下达
的指令，用号子的形式喊出来，下面

的小号子头和船工在收到指令后，也
会用号子的形式回应；除了传达指令
的作用，川江号子还是船工在行船时
互相交流和疲乏时鼓励士气的利器。

经过不断的实践，川江号子传
承人曹光裕演唱的川江号子经过了

一些改编和加工，在保持原始曲调
词牌的基础上，更偏重于舞台表
现。曹光裕说，“在培养受众土壤的
同时，也要创作出更多有灵魂的好
作品，没有灵魂就没有精神，没有精
神的川江号子只是一段唱腔。”

川江号子吼的是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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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5月
22日，由重庆市文化产业投资集
团、市文联和四川美术学院共同打
造的重庆艺术大市场网络平台正式
上线，这是我市首个市级艺术品展
示交易平台。

汇集老中青三代艺
术家的作品

该平台既提供艺术信息发布、
展览活动介绍、行业资讯等服务，又
具有艺术品展示交易、艺术家在线
工作、艺术经营机构在线运营等功
能，目前已有张杰、黄山、傅舟、徐光
福、周南平等近70名重庆本土知名
艺术家入驻，涵盖老中青三代艺术
家的作品达到1500余件。

而“重庆艺术大市场暨开放的
六月——2018四川美术学院艺术
游”将于本月27日开幕。市民可以
登录重庆艺术大市场网络平台，及时
查看到2018年川美研究生、本科生
的毕业作品，并在平台上询价、交易。

此外，上线的网络平台还将呈
现2018首届少儿绘画作品展、淳辉
阁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拍卖专场等
内容。

实现网上网下、一二
级市场联动

据了解，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艺
术创作还是场馆建设方面，我市都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艺术家资源丰
富，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全市已有
22家国有、14家民营美术馆。

“但从流通消费来看，重庆处于
与艺术创作严重不匹配的尴尬境
地。与全国其他艺术资源丰富的地
方相比，重庆的艺术拍卖市场还有

相当大的发展空间。”重庆市文化产
业投资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据统计，主城区现有艺术品交
易场所34处，经营面积不低于31.6
万平方米，但2016年重庆艺术品市
场交易规模约5.2亿元，仅占全国
市场的0.2%。全市涉及艺术品拍
卖的企业13家，其中，文物拍卖只
有3家，但2016年全市举办拍卖会
14场，单场交易额不到2000万元，
与保利、嘉德动辄20亿元相去甚
远，民间组织的重庆艺博会更是多
次停办，这也导致许多本土有影响
力的艺术家纷纷与外地中介签约。

“为解决这一问题，让重庆艺术
市场‘活’起来，我们决定以网上带
网下，以二级市场带一级市场，实现
跨级整合。在内容设计上，立足于
高端出影响、中端聚流量、低端成规
模，让高中低艺术品都能在这里找
到该有的位置。”该负责人表示。

建立重庆艺术新生态

正式上线后的重庆艺术大市场
网络平台还为传统艺术市场中的院
校、文联、艺术家、画廊、拍卖行、供
应商与收藏家之间，建立了一个高
效、开放、自由的艺术共建共享平
台。未来，我市还将打造一个线下
的行业标杆市场，吸引高端拍卖和
知名艺术机构入驻，形成一个在全
国有影响力的线下市场。

而针对散落在主城各地的30
多处艺术品交易场所，我市也将推
动其向1个跨界整合的网络平台、1
个线下标杆市场、N个各具特色的
线下专业市场发展，逐步建立起多
层次、多门类的市场体系，让艺术品

“走”入寻常百姓家。

高中低端艺术品汇集

重庆艺术大市场网络平台
22日正式上线

➡5 月 22 日，2018 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涪陵区奥体中心开
赛。从即日起到24日，我市的44名运动员将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支代
表队的近1300名运动员一起，为获得全国田径冠军赛入场券展开激烈角
逐。 （记者 黄琪奥）

2018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涪陵开赛

➡5月22日早晨，万余名身着盛装的苗族儿女在彭水县蚩尤九黎城唱
起了辽阔悠扬的苗族民歌《娇阿依》，2018·第七届中国乌江苗族踩花山节
暨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一节一赛”将从5月持续
至10月底，期间将一共开展19项民俗文化活动。

（记者 王濛昀）

第七届彭水“一节一赛”活动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5月 22日，喜剧电影
《幸福马上来》曝光了“幸福之家”海报，多次合作的
冯巩、牛莉再度携手演绎“夫妻档”，更有新生代实力
小生刘昊然倾情加盟，出演帅气儿子。虽然海报是
平面的，但海报上三位演员身上都带有明显的身份
标记——冯巩的“智多星”灯泡，牛莉的“女王皇冠”和
刘昊然“小恶魔”般的两个犄角，显示出他们的角色性
格特点和家庭地位，让电影中幸福的一家三口跃然于
观众眼前。

电影《幸福马上来》讲述的是重庆“调解超人”马
尚来（冯巩饰）的故事，延续了冯巩一贯幽默、接地气
的风格，将生活中的细节融入到喜剧创作中，让观众
在欢乐爆笑之余又能获得关于日常点滴的感动。

在《幸福马上来》中，冯巩力邀老搭档牛莉加盟。
曾经多次合作，为观众奉献了《跟着媳妇当保姆》《爱
的代驾》等经典作品的二人此次再度饰演夫妻，却似
乎从“黄金CP”秒变“仇敌”。

此次随海报一同曝光的剧照中，有一张剧照是冯
巩坐着发懵，被牛莉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浇得湿透，刘
昊然则“八卦”地站在身后不远处张望。一反常态的
一百八十度剧情转向令网友直呼猜不透：“牛莉老师

为啥要泼冯巩老师的冷水啊？难道这对黄金搭档默
契不再了？”

冯巩、牛莉的“黄金CP”为什么会“反目”，又怎样重
归于好，则为电影《幸福马上来》埋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据悉，电影中老马之所以会和妻子产生矛盾，主
要是因为他的工作。作为鼎鼎有名的老牌调解员，老
马尽心尽力地处理着“别人家”的事儿，难免有时会忽
略了“自己家”，让妻子觉得受到了冷落。而当“调解
超人”也被调解问题难住时，另一个重要人物——由
刘昊然饰演的儿子的重要作用就凸显了出来。

尽管从目前曝光的剧照上看，“儿子”刘昊然一直
站在“母亲”牛莉这一面，不仅陪妈妈淋雨，还跟爸爸
吵架，但实际上，儿子一直是努力调和父母关系的“调
和剂”。

正如“幸福家庭”海报上展示的“马氏家训”：“不
管风里雨里，伐木累（家庭）永远第一。”刘昊然表示自
己饰演的“小马”其实深得老马“调解经”的真传，“是
电影里暗中两边帮忙的关键，只是老马没有领会到自
己的意图，以至于误会越闹越大。”

至于“老马”最终能否了解到儿子的心意？谜底
将在6月8日《幸福马上来》公映后彻底揭开。

《幸福马上来》曝“幸福之家”海报
冯巩牛莉再演夫妻档 刘昊然出演帅气儿子

本报讯 新时代，新气象，新商
业！2018“寻找今日重庆商界杰出
人物”系列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今
日起，市民可登录“今日重庆网”，阅
读创业故事、分享创富心得。

本次活动由今日重庆杂志社与
国际商报社联合推出，旨在寻找和
发现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中涌
现出来的创业有成并富有社会责任

感的商界人物。同时，借助《国际商
报》在国内外的发行平台，推进渝企
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让更多
渝企走向国际舞台。

本次活动持续到年底，将采取
全媒体报道方式，在《国际商报》《今
日重庆》以及“今日重庆网”“今日重
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全方位呈现。

（本报记者）

重庆商界杰出人物宣传活动启动

重庆新增的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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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开展反窃电专项行动
“反窃电专项行动成效显著，仅

今年一季度，就实现追补电量89万
千瓦时,追补电费 63 万余元,追补
违约电费89万余元。”今年以来，酉
阳县供电公司党委融入线损管理提
升中心工作，组织红岩党员服务队，
在辖区开展反窃电专项行动，有效
地打击了窃电行为，从根本上强化
线损管理工作，实现台区线损合格
率提升。

为有效治理电网高、负损台区，
打好线损攻坚战，营造和谐有序的

供用电环境，该公司组织党员服务
队与抄表班共同组成线损攻坚小
组，对高、负损台区进行原因分析并
实施相关整治举措。一是核对高、
负损台区的户变隶属关系现场与系
统是否对应正确；二是通过用电采
集系统核查用户、台区总表的数据
是否异常，针对异常数据用户进行
现场稽查；三是针对欠压、时钟超差
等造成采集不稳定的表计进行更换
或对时；四是常态化开展反窃电工
作，压降电量损耗。

与此同时，该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还定期在各社区开设安全用电课
堂，利用多媒体课件、网络、微信等多
种形式，讲解安全用电及节约用电常
识，发放安全用电手册，现场接受居
民用电咨询，解答客户的用电疑问，
提高居民的安全用电意识。

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发挥共产
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依靠信息系统优
势，做好线损治理工作，开展降损增
效、反窃查违等活动，力争将线损合
理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高明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8〕5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5月23日9时—2018年5月29日16时。5月30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

知等资料。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同日申请购买总

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8年5月23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8005（总第89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2487218

亩

3730.827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279

万元/亩

18.6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私自在市政设施上设置广告，不但有损市容市貌，
还影响市政设施功能正常发挥。近日，石桥铺商圈办组织人员对地铁5号
线施工围挡上私设的商业广告进行集中清理，共拆除地铁五号线沿线围挡
广告300余平方米，维护了商圈整洁有序的市容市貌。

通讯员 张伟 摄

市政设施私设广告，拆！荣昌陶器制作技艺
传承人梁先才

川江号子传承人
曹光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