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和日丽，在长江边的巫山县曲尺乡，
2万多亩李树青翠欲滴。村民王恩海正忙着
在山坡上培土、修枝，去年他家15亩脆李收
入8万元。“今年进入盛果期，估计能卖到10
万元。”他信心十足地说。

三峡库区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
区，其发展状况关乎长江大保护全局。半月
谈记者近期在库区走访发现，各区县纷纷抛
弃开矿、建厂的老路，大做生态文章，特色农
业、文化旅游等绿色产业崛起。

新理念促转型，开启绿色蝶变
曲尺乡山高、坡陡。长期以来，这里的村

民靠开荒种植玉米、土豆等生活，不但长期生

活贫困，还造成水土流失。过去，权发村村民
王恩海为了养家糊口，长期在外打工，吃了不
少苦头。

2012年前后，当地结合地理、气候条件
大规模推广脆李生态种植。王恩海回到家乡
开始种植脆李，通过不断学习摸索，他种出的
脆李个大味美，在当地有“脆李王”之称。“现
在种脆李树，收入提高了，环境也更好了。”王
恩海说。

在三峡库区腹地巫山县，脆李规模已达
22万亩，数万名群众像王恩海一样吃上了“生
态饭”。

“我们咬定一条路，就是搞绿色产业，吃
‘生态饭’。”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说，巫山

前些年一度走了大开发的弯路，仅煤矿就
开挖 40 多座，还在小三峡景区规划工业
园。这些年关闭煤矿42座和绝大部分采石
场，退出工业园还绿，全域发展特色农业和
旅游，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8万元。

在奉节县白帝镇九盘村，村委会主任王
祖国站在晚橙基地里采摘鲜果。“以前这里也
是煤矿。”王祖国指着基地说，几年前，他将眼
前的500亩荒地流转下来，带头改种晚熟脐
橙，去年收入100多万元。

行走在三峡库区，类似的绿色蝶变场景
日渐增多。山高沟深的武隆区关闭一批污染
型中小企业，将28%的辖区面积划入生态红
线，山更青了、景更美了，度假、康养经济风生

水起;云阳县设立产业负面清单和“禁投”清
单，严禁高能耗、高污染项目落户，将城区打
造成了4A级景区。

文旅农旅融合，好风景可当餐
近日，在奉节县长江边，一部融诗词朗

诵、歌舞表演、光影展示于一体的大型文化实
景演艺《归来三峡》精彩开演。这场诗词文化
盛宴正替代“全国产煤百强县”，成为奉节一
张新名片。

“这是开掘历史人文资源的一次尝试。”
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向半月谈记者介绍，扼
守夔门的奉节，不仅有雄壮山水，更有上千年
诗词文化积淀。“目前，奉节已收集整理涉及
奉节的1000多名诗人、上万首诗歌，还参与
协办中国诗词大会，举办中华诗人节，擦亮了

‘中国诗城’的名片。”
在“有诗有远方”的文化气场吸引下，奉节

旅游人数近两年爆发式增长。县文化旅游委
主任潘万山介绍，核心景区白帝城游客数从前
年的75万猛增到去年的105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从62亿元升至80多亿元。（下转2版）

三峡库区开启绿色发展蝶变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张桂林 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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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6月22日同爱尔
兰总统希金斯互致贺
电，庆祝两国建交 4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
指出，中爱建交40年
来，两国秉持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互利共
赢的精神推动双边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
域交流合作成果丰
硕。2014年希金斯总
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我们进行了深入友好
交流，为中爱关系规划
了蓝图。我高度重视
中爱关系发展，愿同希
金斯总统一道努力，以
两国建交40周年为新
起点，推动中爱互惠战
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

希金斯在贺电中
表示，爱中建交40年
来，两国关系历久弥
坚，各领域务实合作日
益深化。爱方高度重
视发展对华关系，愿进
一步挖掘务实合作潜
力，加强在维护多边主
义等全球事务中的协
调，推动爱中关系持续
向前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同爱尔兰总
理瓦拉德卡互致贺
电。李克强在贺电中
说，中方愿同爱方携
手努力，以两国建交
40周年为契机，推动
中爱互惠战略伙伴关
系和两国友好合作不
断向前发展。瓦拉德
卡在贺电中说，中国
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成
就具有全球性意义。
爱方愿继续在相互尊
重基础上，全面发展
爱中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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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古诗中领略重庆文化与风景

大型情景国乐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成功首演

6月22日晚，大型情景国乐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精彩上演。 记者 齐岚森 摄

《半月谈》刊发文章关注重庆绿色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王丽 赵迎昭）6 月
22日晚，根据本报“重走古诗路 思君下渝
州——探寻重庆古诗地图”报道意境创作的
大型情景国乐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在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上演，剧场座无虚席、气氛
热烈、掌声不断，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巴渝古诗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
神，是巴渝文化瑰宝。从远古巴人到李白、杜
甫、白居易、李商隐、苏轼、黄庭坚等众多大诗
人，在重庆留下大量诗词名篇。据不完全统
计，描写重庆的古诗词有1万多首。

2017年6月，重庆日报推出“重走古诗
路 思君下渝州——探寻重庆古诗地图”大
型全媒体系列报道，记者走遍38个区县寻访
古诗地图，挖掘历代巴渝诗歌名篇，将诗意重
庆的璀璨文化呈现给广大读者，引起社会各
界热烈反响。

为进一步弘扬巴渝人文精神、传播巴渝
文化，重庆演艺集团与重庆日报合作，以评选
出的巴渝十大最美古诗意境为主线，由重庆
民乐团联手中央民族乐团创作演出了这台大
型情景国乐音乐会。

整台音乐会由序曲《候人兮猗》及《思君
不见下渝州》《巴山夜雨》《字水宵灯》《道是无
晴却有晴》《神女赋》《巫山离思》《登高》《我住
长江头》《万家灯火》《早发白帝城》等11首独
立的曲目组成。这些曲目均由国内名家作
曲，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本台音乐会由160多名演员参演，以古
琴、箫、琵琶、二胡为主奏器乐，采取合唱、对
唱、吟诵等多种表现方式，通过交响、吟唱、舞
美的珠联璧合，让现场观众感受到民族管弦
乐令人震撼的艺术表现力，巴渝古诗词的恢
弘意境、恒久魅力。

重庆历史文化专家周勇表示，这是近年
来重庆少有的原创文艺佳作。这台音乐会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巴渝文化、三峡
文化为主线，坚持原创的创作方向和道路，有
新意有特色，将极大地提升重庆人民的文化
自信心和自豪感。

渝中区市民罗艳和家人看完演出后激动
不已，她说，在醉人心田的音乐中，在赏心悦
目的诗情画意中，感受到巴渝古诗深邃迷人

的魅力，尤其是《万家灯火》这个节目，音乐大
气磅礴，大合唱震撼人心，“忍不住都想掉泪
了，真为自己的家乡自豪。”

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由中共重庆市
委宣传部、重庆市文旅委、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指导，重庆日报、重庆演艺集团主办，重庆民

族乐团携手中央民族乐团主创主演。今晚，
音乐会还将在国泰艺术中心上演一场。

（相关报道见4版）

仲夏的平壤，清风拂面，花香四溢。6月
20日至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中朝建交70周
年的重要节点，成为两国关系交往史中的一
座重要里程碑。

近30个小时，11场活动。两天时间里，
从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到参谒中朝友谊
塔，再到机场热烈送行，金正恩委员长都高度
重视，同习近平总书记一起出席活动。其间，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深入交流，畅谈传统友
谊，探讨友好合作，共商和平稳定，擘画中朝
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真诚的朋友：
友好邻邦常来常往

20日中午，雨后初晴。平壤顺安机场，长
长的红地毯向远方铺展，迎接来自中国的尊
贵客人。

“我今天从下飞机到抵达住处，所到之处

无不感受到中朝一家亲的浓厚氛围。”习近平
总书记深有感触。

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
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访问朝鲜，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友好邻邦的
贵宾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历史性访问，
必将在朝中友好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新篇
章。”

此时的平壤，处处涌动着浓浓的盛情、深
深的情谊。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有
一份特殊的“缘分”——他到中央工作后，首
次出访首站便是这个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为迎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朝方给予最高
规格礼遇。金正恩委员长为此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包括前期沟通协调和具体接待细节。

亲密的同志，真诚的朋友。两国友谊深
深根植于人民心中。

从机场到住地，绵延27公里，25万多名
各界朝鲜民众夹道欢迎。21辆礼兵摩托车护

卫，街道草坪边，楼房阳台上，站满热情的民
众。一面面鲜艳的国旗，一簇簇五彩的花束，
随着“朝中友谊”的欢呼声浪此起彼伏。

从平壤街头到活动场所，中朝双语书写
的红色条幅格外醒目：“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
近平同志！”“鲜血凝成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
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万岁！”

有一个环节体现用心之处——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专门在平

壤黎明大街路口换乘敞篷车，站在缓慢行驶
的敞篷车上，向簇拥在道路两旁的朝鲜民众
挥手致意，欢呼声响彻平壤天空。汽车行至
锦绣山太阳宫广场时，身着民族盛装的人群
载歌载舞。习近平总书记走下车，同朝鲜党
政领导干部和平壤市民代表一一握手。

有一个安排表达特殊情谊——
璀璨的烟火照亮奔涌的江水，欢快的喷

泉变换不同的色彩。20日晚，大同江绫罗岛
上的“五一”体育场流光溢彩。15万名观众，

数万名演员，体操、声乐、舞蹈、杂技等多种表
演形式……一场精心创作的大型团体操和艺
术演出，成为“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新佳话。

这是朝鲜三大乐团国立交响乐团、功勋
合唱团、三池渊管弦乐团首次联袂演出。《长
江之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
国》《十五的月亮》《在希望的田野上》《祝你平
安》……熟悉的旋律令人心潮澎湃。其中一曲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讲述的正是习近平总书
记走访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的故事。匠心
独具的编排，传递的是热情，表达的是敬重。

“为安排好我的访问，委员长同志既用
心，也用情。”访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向金正
恩委员长表达谢意。

金正恩委员长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
鲜，是对朝鲜党、政府和人民的巨大鼓舞和政
治支持，在朝中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高层交往，在中朝关系中历来发挥着最
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下转2版）

共同开创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李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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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10余区县遭遇暴雨或大暴雨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彭瑜）6 月 21日，梁
平区举行2019年二季度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暨招商
签约活动。当天，22个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新签约
18个项目。

据介绍，22个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30.1亿元，建成达
产后可实现年产值42亿元，其中智能制造、基础设施、环境
保护、能源储备等领域项目10个，计划总投资20亿元，建
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31亿元。当天新签约的招商引资
项目共18个，涵盖集成电路、智能家居、绿色食品、文化旅
游，计划总投资50.8亿元，预计年产值58亿元，可增加就业
岗位1800余个。

据了解，梁平区2019年计划实施重点项目266个，总
投资657.6亿元，年度投资176.2亿元，目前已开工（含续
建）141个，完成投资54.8亿元。

梁平区相关负责人称，梁平区将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持
续加大招商力度，开辟重点项目绿色通道，优化项目审批程
序，促进招商引资项目早落地开工、早达产达效。

梁平22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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