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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重钢工
业遗存承载着一城记忆，如今这些遗
存摇身一变，又将回到人们的视野
中。9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
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作为我市四大博物馆之一的重庆工
业博物馆将从9月29日起进行为期
3个月的试运行，观众可通过重庆工
业文化博览园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等四种渠道免费预约参观。

墨绿色的钢结构、土黄色的杉木
屋顶、宽敞的空间……走进重庆工业
博物馆，一股工业气息扑面而来。该
馆依托重钢原型钢厂部分工业遗存
建设而成，由主展馆、“钢魂”馆以及
工业遗址公园等共同构成。

其中，主展馆面积约8000平方

米，围绕近代以来重庆工业120多年
的发展历程，全面展示了重庆开埠后
民族工业的振兴，以及重庆工业为中
国抗战、国民经济恢复、重庆城市化
进程、中国工业化进程作出的巨大贡
献。

“钢魂”馆面积约5000平方米，
是在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钢迁
会生产车间”旧址上进行的活化利
用、专题陈列、科普体验，呈现了“钢
迁会”成立、西迁并支持抗战的恢弘
历史。

工业遗址公园占地约42亩，展
陈有1905年英国谢菲尔德公司生产
的8000匹马力双缸卧式蒸汽原动机
等珍贵工业设备展品，以及多座主题

雕塑、装置艺术和工业先驱人物雕
像，体现了工业文化与公共艺术的完
美结合。

据介绍，重庆工业博物馆从建设
伊始便立足国际视野，着力打造具有
创新创意、互动体验、主题场景式的
泛博物馆，担负着“记载重庆工业历
史，丰富城市文化内涵”的使命，并开
创了企业利用工业遗产开发运作公
益属性博物馆且兼具经营性创意产
业园的先河。

目前，重庆工业博物馆经过4年
的打造，已具备接待游客的条件。9
月 29日至 12月 28日，该馆将进行
为期三个月的试运行，期间主展
馆、“钢魂”馆、工业遗址公园实现
免费参观（试运行结束后，由于“钢

魂”馆为遗址类博物馆，按例将收费
参观）。

市民及游客即日起可通过重庆工
业文化博览园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以及大渡口网、大渡口发布微信公众
号四种渠道，免费预约参观门票。为
确保最佳参观效果，博物馆采取分时
段预约，9:00-13:00，预约人数不超
过3000人；13:00-17:00，预约人数
不超过2000人。未预约市民将无法
入馆参观。

重庆工业博物馆除设置了1000
个停车位外，还新开通了207路公交
车（顺向：香港城-阳光花园-李子
林-工业博物馆；逆向：工业博物馆-
李子林-区府站-香港城），方便市民
前往参观。

重庆工业博物馆9月29日开馆
四种渠道可免费预约参观

本报讯 （记者 周松）9月23日，
市政协开展“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问题”界别协商活动，到南岸区珊瑚鲁
能小学实地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交流意
见建议。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我
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52.54%，儿
童青少年近视高发、低龄化趋势明显。

去年12月，我市按照国家监测

规范要求，对部分区县的数万名儿童
青少年开展了近视筛查。结果显示，
我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54%，其中幼儿园（6岁组）儿童近
视率为 13.74%，小学生近视率为
35.51%，初中生近视率68.79%，普通
高中生近视率为83.85%，职业高中
生近视率为62.43%，儿童青少年近

视高发、低龄化趋势明显。
据了解，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成

因，主要有电子产品的普及和使用过
度、课外学习负担过大、户外锻炼时
间不足、部分学校卫生基础条件不达
标等4个主要问题。

大家认为，部分家长将电视、手
机等电子产品当成“带娃神器”，放任

孩子玩耍，另一方面，部分学校通过
电子产品布置家庭作业等，都是电子
产品使用过度的原因。部分家长对
孩子的成绩要求很高，为孩子报培训
班、购买学习资料等，导致儿童青少
年的眼睛使用严重超负荷。

委员们指出，相关部门在落实各
项工作措施的同时，一定要加强与家
长的沟通交流，减少儿童青少年对电
子屏幕的使用时间，增加儿童青少年
的户外活动时间，减轻课外学习负
担，强化儿童青少年自身健康意识，
政府部门、学校、家庭共同努力扭转
近视高发、低龄化的趋势。

重庆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54%
低龄化趋势明显

本报讯 （记者 颜安）9月 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第三届中国·白帝城国际
诗歌节将于27日拉开帷幕，活动将
贯穿国庆节，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献礼。

奉节是中华诗词学会在全国
范围内授予的唯一的“中华诗城”，
历代诗人在奉节创有古诗词 1 万

余首。
近年来，奉节为了保护特有的优

秀文化资源，在全县广泛开展诗词进
校园、机关、社区等“诗词六进”活动，
并先后成功举办两届诗歌节，推动了
奉节经济社会发展。

本届诗歌节内容丰富，主要有下
述几项活动：一是本周五（27 日）下
午，该县将在白帝城景区举办诗歌节

开幕式，及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暨“诗城新时代”大型赛诗会，其中诗
会表演将在白帝城、三峡之巅、夔门
栈道等地分别布置方阵，由近万名演
职人员同时朗诵四首“天下第一”诗
词，还将申创“夔”字组合世界吉尼斯
纪录；二是将为百所高校举办集中授
牌仪式，这些高校将把《归来三峡》作
为研学、创作、采风及实践基地；三是从

9月27日至10月6日，开展“好山好水
好风光”山水摄影展览及论坛、“三峡原
乡”国际美食节活动；此外，该县还将
常态化举办国际诗词大赛、“才子佳
人”诗词挑战赛，让全县的诗词氛围更
加浓厚。

诗歌节让奉节聚集了人气，提高
了知名度。近年来，该县旅游人数和
旅游综合收入年均增幅分别达到
19%和 22%。接下来，该县将把诗
歌节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节会地标
和城市名片，不仅要让诗词文化绽
放异彩，还要加快文旅融合升级步
伐，让文化资源逐渐变为经济价值、
百姓财富。

第三届中国·白帝城国际诗歌节27日开幕

万名演职人员将同时朗诵4首诗词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23日，重
庆市2019年乡村学校少年宫第四片区培
训暨述职考评会在铜梁举行，多所乡村学
校少年宫交出答卷，讲述他们如何让孩子
们记住乡愁的故事。

在铜梁太平小学少年宫中，铜梁龙舞
多了50余名传承者。太平小学引进龙舞
项目，建设了龙灯陈列室、龙灯制作教学基
地，选出50余名三至六年级学生组建了龙
灯表演队伍。为了让学生学好龙舞，学校

专门聘请了铜梁区龙灯制作传承人，和老
师一起教孩子们扎龙舞龙。

铜梁区有13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开设
了传统美食课程，通过一道道美食，“舌尖
上的乡愁”作为种子被埋进孩子们心中。
铜梁安溪镇是重庆优质早春茶的主产地
之一，在安溪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中，茶
艺是一门受孩子欢迎的课程，6000亩特
早茶基地是孩子们认识茶叶、采茶制茶的
乐园。

传承龙舞 制作传统美食 学习茶艺

铜梁乡村学校少年宫让孩子记住乡愁

用真情实意“真扶贫、扶真贫”
永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全力帮扶城口县沿河乡脱贫

今年下半年以来，按照重

庆银保监局统一部署，永安保

险重庆分公司积极参与城口

县沿河乡扶贫帮扶，围绕精准

扶持特色产业、践行扶贫慈善

公益两个方面——不仅为当

地农户参加手工编织培训班

支付培训费用，同时运用保险

机制，为手工编织产销各环节

风险提供保障，解除农户后顾

之忧，并且“一对一”资助牟家

兰等11名贫困学生，一揽子真

情实意、真金白银的“扶真贫、

真扶贫”帮扶举措，获得当地

群众纷纷点赞。

三个精准扶贫项目促脱贫

“感谢叔叔阿姨们的帮助，我一定
用功读书长大成才，孝敬家人报效家
乡。”日前，在城口县沿河乡中心小学
就读的牟家兰紧握上门慰问的永安保
险重庆分公司扶贫工作人员的双手
说。

11岁的牟家兰来自单亲家庭，同
父亲和妹妹相依为命。由于父亲身患
矽肺病没有劳动力，她自小就学会照
顾父亲和妹妹，但由于家庭几乎没有
收入来源，拮据的生活让她一度面临
辍学。直到得到永安保险重庆分公司
资助的学费，让她得以安心上学。

城口县沿河乡是全市18个深度
贫困乡镇之一。该乡地处高寒深石山
区，土地贫瘠，产业薄弱，加上作为城
口全县最后一个实现通公路的乡镇，
由于长期受交通瓶颈制约导致经济发
展基础很差，属典型的区域发展落后
乡镇。

截至今年8月，在沿河乡6个行政
村、35个社8000多名村民中，尚有未
脱贫家庭 103户共 1139 人，因病致

贫、因学致贫、因残致贫和因缺技术致
贫等现象在当地非常突出。

“金融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
容，作为金融工作者，我们要以发展普
惠金融为根基，着力助推打赢脱贫攻
坚战。”重庆银保监局相关人士称。作
为城口县沿河乡对口帮扶单位，今年7
月，重庆银保监局牵头在城口县举行
精准扶贫现场调研座谈会，动员所辖
的银行及保险机构力量，对沿河乡深
入开展扶贫帮扶。

对此，永安保险重庆分公司调整
充实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由总经理
马虹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并新设立沿
河乡扶贫项目小组，由副总经理张洪
担任项目小组组长，具体落实对沿河
乡精准扶贫的工作项目。

随后在分公司半年工作会上，干
部员工为沿河乡自发捐款8261元。

7月底，扶贫项目小组前往沿河乡
实地考察落实扶贫项目，并与沿河乡
党委、市纪委监委和重庆银保监局等
研讨具体扶贫需求，形成了三个精准
扶贫项目方案，具体包括：产业扶贫，
精准扶持特色产业，提供手工编织培
训所需的资金10万元，帮助农户学习

掌握手工编织技术，支持当地开发笋
竹资源培育竹编等手工艺产业；金融
扶贫，运用保险机制，为竹编等手工艺
品生产销售各环节的风险提供一揽子
保障，解除农户后顾之忧；慈善扶贫，
践行扶贫慈善公益，“一对一”资助11
名贫困家庭学生。

出资出险助农户学手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打赢
脱贫攻坚战，不仅要提供“真金白银”
的资金帮扶，还要为贫困群众提供谋
生的技能手艺，才能巩固脱贫效果。

今年8月，由沿河乡政府主办，重
庆壹秋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

“夏布非遗扶贫提升培训班”，面向沿
河乡贫困户和留守妇女招收学员。计
划共招30名学员进行手工艺产品制
作培训，由专人手把手教导学员完成
收纳袋制作，以及竹麻花器、手工夏布
花和编织包等产品的实作和标准化生
产。

“我们不仅为‘巧手脱贫’学员提
供10万元培训费用，而且还推出‘巧

手无忧’一揽子保险，保费全免。”永安
保险重庆分公司负责人介绍，“巧手无
忧”保险产品是通过保险机制，保障手
工艺品技术培训、生产销售的全过程
风险。具体而言，它将保障学员在生
产过程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障原材
料及存货的自然灾害或火灾损失，保
障产品销售应收账款的坏账损失等。
仍然由永安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捐
赠。

该负责人表示，正是“巧手无忧”
从人身、财产、交易全流程为竹编产业
提供风险保障，打消了沿河乡贫困群
众的顾虑，让他们学好竹编工艺、愿意
做好竹编产品，并推动竹编产业成为
带动沿河乡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之
一。

久久为功推动扶贫济困

扶贫不仅要立竿见影，还要久久
为功。

9月20日，永安保险重庆分公司
扶贫小组深入城口县沿河乡，举行“巧
手脱贫”培训资助10万元以及“一对
一”资助11名学生2.53万元的捐赠仪

式。该资金已全部划转到位。
随后，扶贫小组一行先后走进沿

河乡中心小学和两户贫困家庭，看望
慰问3名受助贫困小学生，为受助的7
名小学生送去新书包、新文具和励志
书籍等，为两户贫困学生家庭送去米、
面粉和油等生活用品。

扶贫小组一行还实地前往沿河乡
“巧手脱贫”工坊调研。当听到沿河乡
已安排当地5名留守妇女接受编织技
术培训，看到她们编织出的精美竹编
工艺品时，小组成员均表示将做好“巧
手无忧”保险，为乡亲们服好务。

“永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在金融机
构帮扶沿河乡的行动中，体现出了‘四
最’特点，即最早与乡里对接、到乡里
次数最多、帮扶资金转款最快、帮扶项
目落地最快。”包括城口县政府、沿河
乡党委政府，以及市纪委监委、重庆银
保监局驻乡扶贫工作队等，都对永安
保险重庆分公司的帮扶行动给予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其实施的产业、
金融和慈善3个扶贫项目都帮到了

“点”上，为沿河乡脱贫解决了实际需
求。

“作为一家国有企业，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积极主动参与脱贫攻坚，助
力乡村振兴。”永安保险重庆分公司负
责人表示。

接下来，永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将
持续做好扶贫济困，做到久久为功，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文/李雨蔓
图片由永安保险重庆分公司提供

向沿河乡“巧手脱贫”培训资助10万元

慰问受助贫困学生家庭 公司负责人调研“巧手脱贫”工坊

“

新华社香港9月23日电 日前，美国
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参议员卢比奥、众议员
麦戈文等政客威胁出台“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接踵会见赴美窜访的黄之锋、何韵
诗、张崑阳等“港独”乱港分子，邀请其在涉
港听证会上作证，相互勾结利用，赤裸裸地
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对此，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
发言人23日表示，美方千方百计企图洗白
其不是香港动乱幕后黑手，但美方不打自
招，上述言行就是“自供状”，再次证明他们
就是不折不扣的幕后黑手。驻港公署对此
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的人权和自由状况
不是谁想抹黑就能抹黑的。香港警察克
制、文明执法举世公认、有目共睹。而美方

自己在人权自由问题上劣迹斑斑，有何资
格道貌岸然地指责香港的人权与自由？

发言人指出，《联合国宪章》和《维也纳
外交关系公约》等国际法明确规定，任何外
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美国一些议员一方
面经常跳起来指责别国干涉美内政，另一
方面又公然与别国激进分裂分子勾结利
用、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肆无忌惮地干预
别国内政，这种毫无底线的双重标准令世
人不齿。

发言人强调，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捍卫香港繁荣稳定的意志和能
力不容置疑，任何企图搞乱香港的图谋都
不可能得逞。无论是美政客企图打香港
牌，还是“港独”乱港分子企图卖国求荣，到
头来只会碰个头破血流。

外交部驻港公署：

美政客与“港独”分子“同框照”
就是美幕后黑手的“自供状”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卫星
➡9月23日5时1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配套远征

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47、48颗北斗导航卫星。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日本札幌9月23日电 （记
者 王镜宇 王梦）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
以一场酣畅淋漓的3:0大胜“复仇”世界女
排联赛冠军美国队，以七连胜的傲人战绩
朝着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冠军的目标继
续前进。

世界排名第三、此前同样六连胜的美
国队被中国队打蒙了。25:16、25:17和
25:22，这场被外界视为“潜在决赛”的较量
以中国队的横扫收场，队长朱婷斩获了全场
最高的23分，张常宁和袁心玥分别贡献了

13分和10分，颜妮和龚翔宇各有6分进账。
整场比赛，中国队在进攻、拦网和发球

等数据方面全面领先美国队，双方拦网得分
和发球直接得分之比分别是11:6和5:1。

美国队唯一“领先”的数据是失误，她
们的失误送给中国队16分，而中国队的失
误让美国队得了10分。

本场结束之后，7连胜的中国队独自领
跑。在后面的比赛中，中国队还将迎战肯尼
亚队、荷兰队、塞尔维亚队和阿根廷队，其
中荷兰队和塞尔维亚队的实力相对更强。

中国女排3:0大胜美国队 剑指世界杯冠军

快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