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致我们的20年”音乐会
演出时间：6月22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国家艺术基金青年创作人才资助
项目——唐浩林个人作品音乐会
演出时间：6月29日19：30
演出票价：10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果戈里·巨作丨经典·新诠释《钦
差没大臣》
演出时间：6月22、23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夜的钢琴曲》——石进钢琴作品
音乐会巡演重庆站
演出时间：6月24日 19：30
演 出 票 价 ：580/380/280/180/
100 元

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
演出时间：6月29日19：30、30日
14：0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80/
48元

云瑚音乐厅
浪漫经典民族管弦乐音乐会
演出时间：6月22日 19：30
演出票价：200/150/100元
演出单位：重庆民族乐团

寻创初心·现代音乐之夜
演出时间：6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180/120元

国泰之光公益系列
微醺琴韵——合作钢琴音乐会
演出时间：6月30日 19：30
演出票价：60/30元

重庆大剧院

话剧《平凡的世界》
演出时间：6月22、23日 19：30
演出票价：40/80/180/280/380/
480/580/680元

话剧《暗恋桃花源》
演出时间：6月29、30日 19：30
演出票价：180/380/580/780/980/
1280元

《美国首席演奏家音乐会》
演出时间：6月29日 19：30
演出票价：30/50/80/100元

涪陵大剧院

荷兰阿姆斯特尔萨克斯风四重奏
《80分钟环游世界》音乐会
演出时间：6月28日 19：30
演出票价：20/40/60/80元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My Song—Sophie Zelmani 苏
菲·珊曼妮2018巡回演唱会重庆
站
演出时间：6月21日 19：30
演出票价：80/100/180/280/380元
套票：306（180*2）/476（280*2）/
666（380*2）元

“快乐在路上”2018至乐汇《驴得
水Mr.Donkey》荒诞戏剧重庆站
演出时间：6月23、24日 19：30
演出票价：100/180/280/380/480元
套票：420（280*2）/570（380*2）/
720（480*2）元

百老汇浪漫音乐剧《I Do！ I
Do！》中文版-重庆站
演出时间：6月29、30日 19：30
演出票价：100/180/280/380

施光南大剧院

赵照“观照”音乐会2018剧院巡
演重庆站
演出时间：6月22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480/680元

古韵今风·一带经典——吟唱最
美古典诗词音乐会
演出时间：6月28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元

“我的祖国”重庆青年合唱团中国
作品音乐会
演出时间：6月29日 19：30
演出票价：5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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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演出信息

13版重庆新闻
2018 年 6 月 21 日 星期四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丁龙

CHONGQING
DAILY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 实
习生 宗华月）6月20日，主城区传统
风貌街区保护推进会在南岸区召开。
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南岸区龙门
浩传统风貌街区首开区（枣子湾片区）
9月开街，我市7条重点传统风貌街区
将于2020年前全部开街运营。

据了解，我市7条重点保护的传统
风貌街区分别为渝中区湖广会馆及东
水门历史文化街区、十八梯传统风貌
区，南岸区龙门浩历史文化街区，巴南
区丰盛历史文化名镇、木洞传统风貌
区，北碚区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和沙坪
坝区磁器口历史文化街区。据初步统
计，这7条传统风貌街区现有不可移动
文物74处，还存在大量历史建筑、街巷
空间和其他历史要素。2020年前，7条
街区将实现全部开街运营。

会前，参会人员来到龙门浩传统
风貌街区首开区（枣子湾片区）等地参
观。据南滨路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1891年重庆开埠起，龙门浩码
头就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
商口岸。首开区内，重庆海关别墅旧
址等文物建筑的修缮以及风貌建筑建
设已经基本完成。9月，市民便可以走
进高低错落的首开区，感受开埠文
化。本土历史文化学者何智亚说，龙
门浩首开区的山城老街巷风貌让人印
象深刻。“时而曲径通幽，时而豁然开
朗，在全国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不可
复制性。”他说。

该如何更好地保护利用重庆传统
风貌街区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
长程武彦说，传统风貌街区应该注重建

筑及附属设施细节，向游客呈现传统风
貌街区的独特美感。何智亚说，传统风
貌街区的建筑用材用料要考究，保留历
史的原真性，体现历史的沧桑感。

市文化委主任张洪斌表示，传统风
貌街区保护修缮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土地房屋利
用、规划建设管理等多个领域，需要各

个方面密切配合和全社会广泛参与。
文化文物部门要发挥综合协调作用，为
助推重庆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贡献更大力量。

龙门浩传统风貌街区首开区9月开街
重庆7条重点传统风貌街区将于2020年前全部开街运营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 实
习生 宗华月）6月20日，国家艺术基金
2018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沈福
存京剧表演艺术之《玉堂春》研习班”，在
重庆市京剧团开班。由著名京剧表演艺
术家沈福存、王均衡主讲，向来自全国各
地的20名青年学员讲授京剧旦角戏中
最具代表性的剧目《玉堂春》。

沈福存是中国京剧界男旦表演艺术
集大成者，他横跨小生、旦角、老生三个不
同行当、不同性别的领域。据了解，《玉堂
春》是沈福存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1962年以来，他演出该戏已经超过100场。
据介绍，沈福存的《玉堂春》独具特

色，他将声腔的艺术魅力与准确细腻的
人物动作结合，突出表现苏三内心的复杂
心情，使唱做浑然一体；其表演中融入了
川剧和话剧元素，还借鉴了托尔斯泰《复
活》中的人物形象，使得苏三的形象栩栩
如生，但又保持着京剧风格的完整统一。

“父亲明白观众需要什么，什么能刺激到
观众的神经，所以他汲取众长、不断创
新，让《玉堂春》得到生动的诠释。”沈福
存的女儿、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说。

据悉，研修班除了两位主讲外，还有
程联群等三位助教，他们将对《玉堂春》
一剧中的青衣、小生这两个行当进行细
致地说腔、说戏。两位主讲已经年过八
旬，都笑称自己是“80后”。“希望学员不
要单纯学戏，要多问问题，把经典好好传
承下去。”沈福存说。

重庆市京剧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研习班面向全国招生，最终从报名的
43名学员中遴选出20名，他们来自于国
家京剧院二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
等全国各大京剧院团。

京剧表演艺术家沈福存在渝传授《玉堂春》沈
福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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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浩传统风貌街区首开区夜景。 （重庆市文物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6月 20
日晚，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举行了以

“Me And Mini-me（我和小小的我）”
为主题的学生毕业服装作品展示。当天
共有40名毕业生展示了110套服装，本
次展示的作品主要从亲子关联性方面进
行服装设计的探索。其中，该校两名毕
业生以“童画”为主题设计的系列服装，
不久前才亮相2018伦敦大学生时装周。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由该校
美术学院陈滨和罗艳红创作的“童画”系
列服装共 8套，是当晚压轴登场的作
品。该系列服装由6套成人装和2套儿
童装组成。

浅色布料上，孩子们画笔下常常出
现的梦境、蓝天、草地、七巧板等，均成
为服装元素。两名创作者用毛线、彩
珠、扣子、魔术贴等多种复合材料制作
了这个系列的服装，不仅体现了孩子世
界的童趣，也探索了服装设计的无限可
能。

陈滨介绍，设计这个系列服装时，他
和罗艳红搜集了几百幅儿童画作，从中
提炼出游戏、幽默、可爱等特点，然后运
用不同材质和手段加以体现。“比如成人
和儿童在台上走秀时，可以互相撕掉对

方身上的魔术贴等，重新进行服装的组
合拼接，这也体现了一种亲子关系。”

据悉，“童画”系列服装在6月初亮

相2018伦敦大学生时装周，与来自全球
的51所专业院校毕业生作品进行了同
台展示。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毕业生作品亮相伦敦大学生时装周

以“童画”解读亲子关系

6月20日，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模特们展示充满亲子元素的服装。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6月 20
日，重庆首个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普博览
示范基地落户北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并举行授牌仪式。

据介绍，中国科普博览是1999年在
路甬祥、王绶琯、师昌绪等院士支持下建
立的中科院网络化科学传播平台。

中国科普博览示范基地项目于
2015年5月启动，是践行中科院高端科

研资源科普化和“科学与中国”科学教育
计划的有效途径，利用全国各地中小学
校、青少年宫等作为载体，让中科院下属
100多家研究所的科普资源能够在更大
范围普及。

中国科学院网络科普联盟秘书长肖
云表示，此次示范基地授牌之后，中科院
高端科普资源将在更大程度上服务于北
碚区乃至整个重庆的青少年，比如邀请

院士专家走进示范基地作报告；开展科
学实验直播以及科普创客比赛；组织学
生参加“求真科学营”线下活动，走进中
科院参观体验，感受前沿科学在真实科
研场景中的应用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授牌仪式之后，现场还举办了基地
首期院士大讲堂，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冯
晓明为500余名中小学师生作了一场题
为《化学的今天和明天》科普讲座。

重庆首个中科院中国科普博览示范基地落户北碚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韩羽柔）6月20日，2018重庆市教育
对外开放研讨会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
开，来自教育部、市级相关部门及市内大
中小学的7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为推动
新时期重庆教育的对外开放建言献策。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教育国际化”

“教育对外开放”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
讨论。“教育的对外开放除了引进来，还要
走出去，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要展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教
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杨晓春说。

与此同时，重庆市国际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揭牌成立。据

了解，该中心将紧扣国家和重庆市对外
开放发展的需要，整合全市资源，为高等
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国际发展提
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决策等服务。

据悉，该中心正在开展《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预计
2018年底结题，2019年出版相关专著。

重庆市国际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川外揭牌

重庆市国土房管局
关于有效期届满勘查许可证自行废止的公告

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0号）第十条规定：“探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勘查
许可证自行废止。”现将已自行废止的重庆市合川区三汇镇地热水资源勘查等26宗探矿权信息予以公告。

重庆市国土房管局 2018年6月14日

自行废止的勘查许可证名单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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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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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号

T50220140901051383

T50220140901050348

T50120121101047513

T50120130101047499

T50120130101047501

T50220150301051175

T50120140502049757

T50120100202039160

T50120100302040252

T50120100102037839

T50120081202020750

T50120090302025874

T50120090303025872

T50120081202019393

T50120081202019394

T50120081202019391

T50120100202039064

T50120091002034603

T50120091001034557

T50120090301025861

T50120080901014581

T50120091202037672

T50120081201020757

T50120081201020754

5000000740103

T50120090301025860

项目名称

重庆市合川区三汇镇地热水资源勘查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地热水资源勘查

重庆市铜锣峡背斜东翼统景地热资源详查（国家出资）（保留）

重庆市巴南区东泉镇RK1井地热水资源详查(国家出资)(保留）

重庆市巴南区一品镇地热水详查(国家出资)(保留)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湖地热水资源勘查

重庆市石柱县沙子湾——凤凰岭铅锌矿普查

重庆市酉阳县楠木红旗村红庄村锰矿普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奉节县五马乡杨坪铁矿等资源综合普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奉节县五马乡楠树村铁矿、铜矿资源综合普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巫溪县城花台乡花台村铜矿普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开县白泉乡关面乡兴隆矿区赤铁矿资源普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开县满月乡石板溪矿区硫铁矿资源普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石柱县马家槽—陶家沟铅锌矿普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石柱县观音洞－石矸坪铅锌矿普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石柱县大垭口—烂泥山湾铜铅锌矿普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奉节县草堂镇石马村铜矿资源普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酉阳县李溪长沙坝锰矿详查（国家出资）

重庆市彭水县普子镇罗漆湾—苦草塘一带煤炭资源补充详查
（保留）

重庆市璧山县黄坡岭东翼煤炭资源详查(保留）

重庆市城口县明中乡柳家村煤炭资源详查（保留）

重庆市南川区肖家沟铝土矿详查

重庆市北碚区静观“中国花木”地热资源详查

重庆市城口县蓼子乡梨坪村煤炭资源普查(第二次保留)

重庆市开县红园乡驼背山煤炭资源普查

重庆市永川区黄坡岭西翼煤炭资源详查

申请人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东南地质大队（代）

重庆市地质矿产开发局川东南地质大队(代)

重庆开源地质勘探有限公司（代）

重庆开源地质勘探有限公司（代）

重庆开源地质勘探有限公司（代）

重庆市地勘局208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代)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东南地质大队（代）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607地质队（代）

重庆开元地矿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代）

重庆开元地矿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代）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205地质队（代）

重庆一三六地质队（代）

重庆一三六地质队（代）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东南地质大队（代）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东南地质大队（代）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东南地质大队(代)

重庆开元地矿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代）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07地质队（代）

彭水县茂林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璧山县燕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朋鑫矿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地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城口县鸡鸣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徐勇

重庆佳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