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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退役军人

◆旧址资料

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位于重庆市北
碚区文星湾 42 号，包括惠宇楼、地质楼、
卢作孚旧居、地磁测点碑等 4 处文物建
筑。上世纪 30 年代，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先生在北碚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它
是我国最早建立的民办科学研究机构之
一，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民办科研机
构，被称为抗战大后方科技事业发展的

“诺亚方舟”。

◆讲述人

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 高碧春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实习生 唐靖岚

重庆北碚文星湾42号，有一栋中西合
璧的两层小楼，这便是中国西部科学院旧
址中的惠宇楼。

上世纪30年代初，著名爱国实业家
卢作孚在北碚创办了我国首家民办科学
院——中国西部科学院（简称西部科学
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卢作
孚和西部科学院的鼎力帮助下，一大批文
化教育机构和学者陆续内迁至北碚。在这
里，中国科学文化的精华得以保存和延续，
北碚也因此成为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并
为抗战持续不断地贡献力量。

“汇聚科学火种，肩负救国使命，勠力
同心抗战，西部科学院成为大后方科技事
业的‘诺亚方舟’。”8月1日，跟随重庆自然
博物馆馆长高碧春的脚步，记者走进旧址，
探寻西部科学院的荣光。

创办学院传播现代科学之光

“中国的根本办法，是需要建设成功一
个现代化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这
是卢作孚先生1934年所著《建设中国的困
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书中的一段话。建
设现代化国家，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科研机
构，是卢作孚实业救国强国的理念所在。

1930年，卢作孚在北碚创办中国西部
科学院。“为了发展，他四处筹措经费。旧
址中的惠宇楼，就是卢作孚从国民政府军
政要员杨森处劝募了3万元而建成的。”高
碧春说。

小青瓦、歇山顶，这座一楼一底加阁楼
的中西合璧建筑，在后来发展成了西部科
学院的建筑风格。从一栋小楼到若干栋建
筑，西部科学院先后建立起理化、地质、生
物、农林等4个研究所，还配套有博物馆、
学校、图书馆、工厂、农场、气象站等。

传播文化科学之光，人才不可或缺。
为招揽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理念的人才，卢
作孚主动与当时国内学界联系，通过蔡元

培、胡先骕、翁文灏等科学大家介绍，引进
了一批高技术人才。

如，后来成为新中国院士的俞德浚、著
名生物学家施白南、中国地质学先驱常隆
庆等都曾在西部科学院任职过。王希成、
刘振书、刘雨若、李乐元、黄子裳及德国学
者傅德利等众多国内外优秀人才也曾工作
于此。西部科学院还招揽了黄汲清院士等
研究大家为特约研究员。

随着高水平科研人才的聚集，西部科
学院一天天成长壮大，逐渐发展成为民国
时期最大的民办科学院。

抗日救亡中鼓舞士气贡献力量

1943年，西部科学院与内迁的12家
国内顶级学术机构共同筹办中国西部博物
馆。1944年，博物馆正式开馆，成为第一
家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综合多学科的自
然科学类博物馆。

走进西部科学院旧址陈列馆大厅，一
件巨大的中国地形浮雕格外引人注目。这
座银杏木浮雕，长3.1米、宽2.1米，图案呈
现出的中国广袤国土，上面的河流山川清
晰可见，精准的比例、丰富的颜色、逼真的
地形，至今仍栩栩如生。

“它寄托了抗战胜利光复河山的愿
望。”高碧春介绍，抗战全面爆发后，北碚聚
集了3000多位各界名人，当时大家虽然安
置了下来，但前方战事始终牵动人心。为
激发团结抗战信心、鼓舞国民士气，内迁的
中央地质调查所决定在西部博物馆制作一

幅中国地形浮雕。1943年，在黄汲清的指
导下，以中华民国地形挂图为底图，制作完
成了这件中国地形浮雕，展现了科学家们
团结抗战的赤子情怀，彰显出“任谁也不能
分割祖国的领土”的信念。

同为鼓舞士气，中国恐龙研究奠基人
杨钟健先生还在此完成了“许氏禄丰龙”骨
骼形态复原，它是第一具由中国人自己发
掘、研究、装架的恐龙化石。“许氏禄丰龙”
的站立姿态，象征着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抗
战必胜之心。

立足“科学救国”理念，西部科学院的
科学家们奔忙于田野，积极开展探查矿产、
采集动植物标本、以及培育改良果木蔬畜
等研究活动。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是当
时中国西部唯一的地质调查机构，担任所
长的常隆庆先后到攀枝花、綦江等地开展
实地勘探，寻找战时所急需的铁矿，为攀枝
花钢铁厂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全面爆发后，西部科学院上下倾
力为内迁的十多家科研学术机构提供帮
助，为中外学者们提供安心工作、继续研究
的环境，为在战时汇聚科学火种、保存学术
实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救国强国精神永放光芒

1951年，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博
物馆合并，成为西南人民科学馆。后又经
过多次变迁，1991年重庆自然博物馆独
立建制。2015年，重庆自然博物馆新馆
开馆，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隶属于重庆自

然博物馆。
目前，重庆自然博物馆馆藏各类标本、

典籍等11万件，其中，以恐龙为代表的古
脊椎动物化石在同类博物馆中具有突出优
势。该馆是目前全国7个综合性自然科学
博物馆之一。

“卢作孚先生在北碚进行城市建设，高
屋建瓴地将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等人文
机构纳入规划，并一一付诸实践。”高碧春
说，创建西部科学院，是卢作孚对科学的崇
敬，是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尝试，更是其对
民族和国家赤子情怀的体现，至今仍激励
和鼓舞着后继者。

旧址陈列馆里，一件件实验仪器、动植
物标本、蜡像，一张张泛黄的书页、图片，仿
佛带大家回到了前辈们以科学为武器救国
强国的时代。用科学和文化撬动现代化，
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探索从一开始就弥漫
着文化的味道、科学的底蕴。

在“东北沦陷、华北沦陷、中华民族哀
鸿雨泣”的危亡中，西部科学院倾力帮助接
纳文化界、科学界人士，冒着敌机轰炸，日
夜攻关解决战时科技难题、培养急需人才，
为坚定必胜信心、团结抗战作出了重要贡
献。

如今，西部科学院旧址已成为重庆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社科普及基地，西
部科学院档案还被国家档案局列入首批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将继续发挥科学普
及教育作用，让科学救国强国精神永放光
芒。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

汇聚科学火种 贡献抗战力量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懿瑶）记者8月3日从
市福彩中心获悉，为响应重庆日报“高校毕业生就业援助行动”，
重庆福彩2022年“2小时公益”勤工俭学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
活动正式扩容，面向高校毕业生招募“公益伙伴”。

据了解，“2小时公益”是重庆福彩助学助教品牌的重要公
益活动，自2011年启动以来，至今已为在渝高校（高职）的上千
名困难家庭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社会实践机会。

“过去我们主要面向在校生招募，今年扩容，旨在为暂时未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个‘缓冲期’，让他们在这段时间有一
定收入、累积一些社会经验。”市福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2
小时公益”在全市重点商圈、福彩投注站所需公益服务场所设置
了“社会公益岗位”，只要是困难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均可申请一
个社会实践机会，向市民提供防疫宣传、惠民政策、咨询引导等
便民服务。

参加“2小时公益”的岗位资助补贴标准为：每天社会实践
时间2—5小时，每小时30元。原则上每人每月志愿服务补贴
不超过1800元。报名咨询电话：023-67508888。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未就业前“缓冲期”

重庆福彩公开招募“2小时公益”伙伴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王懿瑶

一方桌、一折扇、一醒木，简简单单，这
就是袁国虎的工作台。“说书，靠的就是我们
说书人的一张嘴。”每周六，袁国虎都会在渝
中区七星岗通远门城墙上的露天坝说书，除
了疫情要停工，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他告诉
记者，固定听众有100多人，再加上来来往
往的游客、打卡的小年轻们，旺季多至两三
百人。

“85后”的袁国虎从业已超十年，现为
重庆市曲艺团艺术总监、全国青联委员、重
庆市青联常委，曾荣获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
奖新人奖。对评书的热爱支撑着袁国虎，他
从踏入评书界的第一天开始，就立志对艺术
精益求精、不忘初心。作为四川评书新生代
领军人，他把目光放在未来，著书立说、教学
带人、说新创新，“我相信评书是不会断的，
作为说书人，我有责任和义务让它延续下
去。”

从戏曲到评书
他一直钟情传统文化

袁国虎从小就沉浸在浓厚的艺术氛围
中，家庭环境的影响让他爱上了戏曲艺术。

那时是改革开放的年代，许多青年戏曲
人受不了清贫的从艺生活，纷纷弃艺从商；
许多老艺术家门下无人，空有一身本领无人
可传。正巧这些老艺术家和袁国虎的父亲
有来往，他们对这位热爱艺术的小孩喜爱有
加，“我小时候的情景简直是万亩良田一根
苗，许多老艺术家对我倾囊相授。”

赵又愚、徐又如、夏庭光、熊正堃、王起
久、罗吉龙……一众大师带领袁国虎进入传
统艺术的殿堂，对小小的他而言，这些老艺
术家亦师亦友，亲切又自然。

“我什么时候开始说话，就什么时候开
始唱戏。”渐渐地，在老艺术家的影响和熏陶
下，袁国虎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愈加浓厚，川
剧、丝鼓、书画、写作、诗词、篆刻等，跟传统
文化相关的东西，他几乎学了个遍。

都说艺术进门难，出门也难，从小钟情
传统艺术的袁国虎不想轻易放弃，然而初出
茅庐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前路在何方。2009
年，在著名剧作家隆学义的提点下，他开始
转向专业评书，就此开启学评书之旅。

第一次拜师没有成功，袁国虎要强的性
格让他吃了个“闭门羹”，“师叔曾令弟说我
这样脾气烈性的徒弟，将来要打他的‘番天
印’（意即翻手无情）。”后在机缘巧合之下，
袁国虎的忘年交为他寻得了一位新的老师，
四川评书泰斗徐勍先生。

“当时我们去看望还在病中的徐老师，
他戴着氧气罩，但仍然一眼就认出了我。”回
忆起那段故事，袁国虎心里五味杂陈，“徐老
师刚刚抢救出来，见了我二话不说，直言自
己要是不死就教我说评书。”

就这样，2010年袁国虎拜徐勍为师，成
为了一名专业的说书人。

学成归来扎根故土
丰富评书内容形式说出新鲜感

袁国虎的第一次正式说书是在四川成
都，他受四川说书馆邀请前往坐馆说书，这
一待就是4年。

“坐馆说书不同于商业小段，说完就走，
需要每天在固定的地方说长篇，就像口播电
视连续剧一样。”这样的工作既有高度又有强
度，对刚刚出师的袁国虎而言，无疑是一个磨
练自己的好机会，“台下说一千道一万，最终
要上台见观众，在成都坐馆时我每天说书两
个小时，天天对着观众说、练，进步非常快！”

2014年，重庆市曲艺团对袁国虎抛出
橄榄枝，他把三尺书台搬回重庆的专业院
团，从此扎根故乡。

如何让评书这门传统艺术在岁月磨砺

中历久弥新，是袁国虎一直关注并不断思考
的问题。巴渝地区的传统文化及红色历史，
就为评书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

2016年，袁国虎立足重庆这座英雄城
市的英雄人物，创作了中长篇评书《革命军
中马前卒》，讲述了100多年前革命先烈邹
容的故事。为了把邹容的故事讲鲜活，他接
连拜访了多位重庆知名的文史专家，先后数
次前往邹容纪念馆和邹容墓，详细了解邹容
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内容丰富了，形式上也要新。在创作过
程中，袁国虎发现传统的长篇评书，无论是
观众、还是演员，都要抱着“追剧”的心态去
书馆听书，“细嚼慢咽”其中的内容，短则十
天半月，长则三五个月，与越来越快的生活
节奏不符，愿意静下心来细听评书的人也越
来越少。

“现在是科技和流媒体的时代，现代人
对故事的需求也变了，我们评书必须要有新
的改变。”为了应对这些改变，让评书更好地
走到大众身边，袁国虎想出一个办法——搞
连载体，根据现代人偏好短、平、快叙事的特
点，他创新将传统长篇的章回体转换为中短
篇的连载体。

袁国虎说，听众连续一个月来听，就是
连续剧，有的听众偶尔来听一次，那就是单
独的小故事，这样的改变叫好又叫座，“进了
我的书场，我就要让听众坐稳、坐完。”

2018年，袁国虎凭借其中的一回书目
《书生“说书”》，获得中国曲艺届最高奖牡丹
奖。

传承评书文化
新方式新平台讲好中国故事

除了线下讲评书，袁国虎还创立了自媒
体，把说书发布到微信视频号和抖音上，“我
每天都发布一段说书赞赋，一直坚持，未来
也会继续。”

袁国虎的自媒体名字叫“西南说书俑”，
这也是他对自己青年说书人的定位，“我说的

是方言，西南地区是我的主要服务区域。同
时，我认为艺术是历史的沉淀，就跟兵马俑一
样，源远流长。一个职业、一个地域，概括了
我的情况，简单明了。”

对于创新，袁国虎自有一番思考，“我是
用两条腿走路的：一是汲取现代元素，探旧
书新说；二是借古人之规矩，开自我之方
圆。”

具体来说，他改编旧故事，将其创作为
符合时代思想的新故事，譬如《辞曹挑袍》
《李顺盗墓》《群英会》《张松献图》等；同时，
他深知评书不能守固于古代，新时代应该有
新故事，跟随时代热点，又创作了《这里有
家》《冰墩墩》《雪容融》等。

多年来，袁国虎创作了不少曲艺作品，
仅手稿就有200万字，电脑文稿达1000万
字。

谈到评书的未来，袁国虎充满希望，“评
书来自民间，千百年经久不衰，现有的脱口
秀、百家讲坛等也汲取了评书的技巧。有人
的地方就需要故事。评书是中国的传统文
化，我们不能让它慢慢衰落，一定要讲好中
国故事。我相信未来评书会发展得更好。”

四川评书新生代领军人袁国虎：

讲好巴渝故事 让评书叫好又叫座

□本报记者 彭瑜

8月3日清晨，城口县修齐镇五彩山庄人头攒动，一派热闹
景象。“一会儿有‘巴山百灵鸟’过来宣讲，我们提前来占个好位
置。”村民们带着小板凳，早早就在院坝等候。

村民口中的“巴山百灵鸟”，指的是城口县本土理论宣讲队
员。近年来，“巴山百灵鸟”宣讲团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依托快
板、三句半、顺口溜、情景剧等接地气的艺术表现形式，持续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在城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真正打通了基层理论
宣讲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88年前，红军三十三军从坪坝大梁经过，用刺刀在火石坡
的石壁上刻下这样一幅标语：人民好、坐江山……”当天的宣讲
会现场，“巴山百灵鸟”宣讲团青年讲师陈国姗第一个上台，讲述
城口红色故事。她以城口县巴山镇元坝村“人民好 坐江山”石
刻标语为主线，讲述了1934年城口农村暴发“鸡窝寒”疫情、红
军开设“红军药房”免费为群众熬制汤药的故事。

当天是陈国姗加入“巴山百灵鸟”青年讲师团以来的第12
次宣讲。每次收到宣讲“派单”，她便第一时间准备宣讲材料，有
针对性地开展靶向宣讲。

城口县“巴山百灵鸟”志愿服务项目成形于2019年，由城口
县委宣传部立项支持，城口县志愿者协会承接实施，紧紧围绕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组建进企业、进农村、进校园、
进社区、进机关、进网络分类宣讲队伍，每年开展常态化宣讲
5000场。

“前期收集群众‘点单’，再动态‘派单’，不断壮大适应不同
受众需求的宣讲队伍，开展精准化宣讲，提高理论宣讲的实效
性。”城口县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介绍，党员群众在哪里聚集，理
论宣讲就要覆盖到哪里。“截至目前，‘巴山百灵鸟’已累计开
展宣讲1.6万余场次。”

据介绍，城口统筹全县的宣讲资源，以“人人能讲、人人会
讲、人人善讲”为导向，以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宣讲台
风稳定为标准，面向老党员、青年干部、乡贤、巾帼能手、少年儿
童等群体，广泛“招贤纳士”，通过“自愿报名、组织推荐、观察发
现”，遴选了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宣讲人才。

“基本上每个乡镇、每个片区都有我们的宣讲阵地。”宣
讲团负责人介绍，现在，101名青年干部组建起了“巴山百灵
鸟·青年讲师团”，612名五老乡贤组建起了“巴山百灵鸟·乡
贤坝坝茶”宣讲队，232名妇女同志组建起了“巴山百灵鸟·巾
帼讲师团”，129名中小学生组建起了“巴山百灵鸟·红小星宣
讲团”。

“巴山百灵鸟”宣讲团除了常态化开展线下的宣讲活动，还
依托互联网平台，打造“指尖上的宣讲”；通过新媒体平台，推广

“巴山百灵鸟”IP形象，打造网络宣讲达人；依托城口发布微信
公众号、官方微博和“掌上城口”App等媒体资源，开设理论宣
讲特色专栏，定期推送宣讲短视频、H5宣讲作品。

“以前的理论宣讲是‘一时一地’，如今变成掌上‘随时随
地’。”“巴山百灵鸟”宣讲团负责人表示，“这些接地气、冒热气、
聚人气的宣讲，让大家耳目一新，赢得了群众真心点赞。”

城口“巴山百灵鸟”本土理论宣讲团

接受群众“点单”开展精准化宣讲

□本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懿瑶

“望，看出发动机表象症状；闻，闻出发动机故障尾气；听，听
出发动机工作异响；切，对症制定维修方案。”对于重庆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张永忠来说，汽车维修就像医生给病人
看病，必须在经验中不断摸索。

退役后39年来，张永忠一直深耕钻研于发动机维修行业，
根据老练的经验独创了一套发动机“望、闻、听、切”经典维修
法。依靠这套维修法，他先后诊断出国内外各类汽车发动机“疑
难杂症”500多例，发动机制造过程质量问题300余起，挽回经
济损失上千万元。

这样的成就跟张永忠的坚毅性格和部队经历分不开。当
兵期间，他一直都是报务兵，每天8小时的训练，就是不断地听
电报、速记和背数字代码。这铸就了张永忠不怕苦的钻研精
神，更让他拥有了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和对声音特别敏感的
耳朵。

初到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时，张永忠对发动机一窍
不通，但他不放弃，利用当兵时长期背数字密码的经验，很快就
把当时长安十几款发动机上所有零部件的形状、安装的位置、配
置的方式都记在了心里。

“他就是发动机的‘活图纸’，有次他路过我们车间看了一
眼，就说排气管角度不对，我们一试，果然是漏气的，马上就作了
修正。”

“他耳朵很灵，有次他‘听’到连杆螺母的撞击声音和标准有
些出入，一检查，果然发现连杆螺母力矩小了。”

许多旁人无法解决的发动机疑难杂症，张永忠只需要看一
看、摸一摸，听一听就能找到“病灶”，同事开玩笑称他为“张医
生”“活图纸”；车间经过他调修好的发动机，已经数不清有多少
台。

张永忠从一个发动机维修门外汉，成长为长安汽车发动机
质量的把关人。从业以来，他组织参与技术攻关100余起，改良
改善200余起，成功打破国外相关技术垄断，个人获得国家专利
4个。他的“望闻听切”检测法，被重庆市总工会和重庆市人社
局命名为“重庆职工经典操作法”，在全国进行推广。

2022年度重庆市“最美退役军人”张永忠

“望闻听切”诊断汽车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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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虎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