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夏婧）“哇，好漂亮啊！”10月15
日晚，随着灯光亮起，一座纸板搭建的千厮门大桥出现
在位于江北嘴的重庆IFS国金中心广场，引来市民的阵
阵欢呼。

10月11日至15日，重庆IFS国金中心携手法国
驻成都总领事馆开展了“纸板上的城市”环保文化艺
术活动。两位法国造型视觉艺术家带领300多位志

愿者，用纸板和胶带耗时4天制作组件，之后连续搭建
9个小时，完成了长26米、高22米的重庆标志性建筑
艺术品——千厮门大桥。

据悉，“纸板上的城市”是今年中法环境月为探讨
“城市的变迁”而开展的主题活动，此次环保共建活动
分别在武汉、上海、哈尔滨、长沙和重庆巡回举行，重庆
是本次巡回活动举办的第五站。

长26米高22米

纸板做的千厮门大桥亮相江北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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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满山红叶似彩霞，三
峡最美是巫山。”10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巫山县
获悉，一年一度的巫山国际红叶节将于11月17日拉
开帷幕。

本届红叶节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共青团重庆市
委员会、巫山国际红叶节组委会主办。

近年来，巫山县正打造全国恋城。今年红叶节期
间，游客除了赏红叶，还可参与许多与爱情相关的活
动，包括“山生三世 神女有约”相亲活动“红叶传
情 山盟海誓 情定巫山”婚庆节等。届时，将有不
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单身青年相聚巫山寻爱。

红叶节期间，巫山县旅游局还在骡坪镇精心策划
了巫山传统婚俗大戏。鸣唢呐敲锣鼓、坐花轿等传统
习俗都将在现场一一呈现，让游人欣赏完三峡红叶
后，还能感受原汁原味的巫山婚俗文化。

另悉，红叶节开幕式当天，第三届神女杯艺术节
电影周也将拉开帷幕。

此外，重庆日报记者从巫山县获悉，该县正面向
全国征集6对红叶爱情大使。

即日起至11月16日，市民只需关注“微游巫山”
公众号，转发巫山美图及“主题词”或“爱情感言”，上
传至指定网站并链接到朋友圈积赞，便有机会成为红
叶爱情大使。获选者将获得本届红叶节期间免费游
巫山及观摩婚庆节“山盟”仪式的资格。

巫山国际红叶节
下月开幕

面向全国征集“爱情大使”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 通
讯员 余方芳）10月 12日早上 8
点，根据保险公司传来的病死畜
禽报案信息，垫江县无害化处理
公司的冷藏车来到了杠家镇花园
村村民谢林章家。重庆日报记者
在现场看到，乡镇兽医站负责检
疫，保险公司负责理赔查勘，无害
化处理场负责托运，各司其职，忙
而有序。

“病死猪体重为60公斤，属于
生病死亡，在保险理赔范围内。”经
过仔细查勘后，人保财险垫江支公
司保险人员当即作出理赔决定：按
照标准，谢林章可获得500元赔偿
金，3天后到账。

完成检疫、理赔等手续后，冷藏
车随即将病死猪运到了垫江县无害
化处理场。在处理场，工作人员先
对收回的病死猪作了冷冻处理，然
后使用高温脱脂锅炉将其融解，使
其油渣分离。其油作为工业用油，
残渣则用于制作有机肥。

这是垫江县病死畜禽快捷处理
体系的一个缩影。

2016年起，垫江县成功探索并
建立这一体系，取得良好效果。长
期以来，如何在防止病死畜禽流向
餐桌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确保养殖
户，特别是散养农户的利益，成为处

理病死畜禽的一道难题。一方面，
部分农户为了最大限度挽回损失，
通过不法商贩，将病死畜禽流向肉
类交易市场，形成了食品安全的巨
大隐患；另一方面，若直接深埋处
理，会对周边居民、土壤造成一定影
响。

经过反复调研和酝酿，从2016
年起，垫江县在全市率先将病死猪、
牛、羊、兔、家禽等畜禽全部纳入集
中无害化处理范围，并将补助对象
由规模养殖场扩大至散养农户，消
除养殖保险与集中无害化处理联动
机制中的政策空白，成功构建起病
死畜禽“快速收取、统一运输、集中
存储、集中处理”的快捷集中无害化
处理体系。

“这不仅实现了‘不让一头病死
畜禽上餐桌’的目标，还建立健全了

‘养殖业主、保险公司、处理场、动监
机构’四方联动的长效运行和监管
机制，真正做到了市场参与、集中处
理、安全高效、多方受益。”垫江县农
委副主任汪天江对重庆日报记者
说。

自垫江县建成病死畜禽快捷处
理体系以来，已处理病死猪4万余
头，家禽类10万余只。目前有6辆
冷藏车随时备勤待命，确保随时出
动。

垫江探索病死畜禽快捷处理体系

为养殖户系上意外保险绳
为消费者拧紧食品安全阀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月
15日晚，作为“渝州大舞台·好戏月
月演”惠民演出的剧目之一，新编历
史京剧《大梦长歌》在群星剧院上
演，来自重庆市京剧团的演员们用
自己精湛的演技向观众再现了南宋
著名词人辛弃疾跌宕起伏的人生。

据了解，作为2017年西部地区
重点原创剧目，《大梦长歌》讲述了
南宋年间，金兵南侵，辛弃疾立志光
复河山，却遇诸多阻扰壮志难酬的
故事。该剧由梅花奖得主张军强担
纲主演。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
营。”群星剧院内，伴随着荡气回肠
的配乐，“奚派老生”张军强饰演的
辛弃疾在一幅由诗词组成的幕布背
后吟唱着脍炙人口的《破阵子·为陈
同甫赋壮词以寄》，拉开了《大梦长
歌》的序幕，其在幕布上的倒影随着
配乐在舞台上晃动，给人荡气回肠
之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诸如“众
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等辛弃疾作品也被演
员们用京剧唱腔一一呈现，把现场
气氛推向高潮。

梅花奖得主张军强担纲主演

新编历史京剧《大梦长歌》上演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0月
15日，第二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
宪法”重庆赛区市级选拔赛在29中
举行，获奖学生将代表重庆参加
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总决
赛。

宪法教育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
核心内容。2016年教育部开展了
首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
动，重庆代表队在比赛中获得了
1个一等奖、3个三等奖的好成绩。

本届比赛的市级决赛为期两
天，小学、初中、高中、高校四个组别
共79名选手参加了决赛，比赛主要

考察选手的演讲水平、宪法法律意
识以及临场应变能力，是一次综合
素质的考验。

有意思的是，在本次比赛中，
选手们纷纷选择了当下社会热点
作为演讲素材。四个组别的选手，
演讲内容引用或提到电影《战狼
2》共计32次，他们得出一个共同
的结论：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在
高校组的比赛中，出现最多的关键
词则是“校园贷”。“通过这次比赛，
我和孩子一起认真学习了宪法，这
让我们收获满满。”一位参赛选手
的家长说。

第二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
重庆赛区选拔赛举行

10月11日，海拔近千米的万州区太
安镇场镇，雨雾迷蒙。

一大早，太安镇镇长梁继福的办公
室就来了两位客人——该镇凤凰社区村
民丁道玉和谭文星，“梁镇长，镇里能不
能和玖凤公司商量下，把土地流转合同
再延长20年？”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梁
继福表示将代为转达。

丁道玉和谭文星所说的“玖凤公
司”，全称是重庆玖凤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该公司在2016年流转了太安镇凤
凰社区及周边8个村的近3000亩土地，
开发凤凰花果山旅游项目。

可在去年，当听说有公司要流转土
地搞旅游开发时，丁道玉和谭文星等许
多村民却是不支持的。

两年的时间，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村
民的想法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还主动要
求延长土地流转合同年限呢？

“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得不到
保障，当然是要反对的”

69岁的谭文星是土生土长的凤凰山
人，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凤凰山原
来叫九岭山，外头的人称这里是叫花子
山。”

他记得，以前这里是个光头山，土地
贫瘠，村民只能种苞谷、洋芋、红苕这“三
大坨”，一年劳作却经常食不果腹。

“穷怕了，都盼着能过上好日子。”丁
道玉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近年来，随着森
保工程和退耕还林的实施，山上已是森
林成片，又因为山最高峰名为凤凰头，所
以现在整座山也改名叫凤凰山了。

2014年年初，当听说有人要承租村
民的土地种山葵，并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时，人们奔走相告。“山上粮食产量低，外

出务工的人多，田地闲置的也多，能租出
去当然是好事。”谭文星说。

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加上交通不便，
卖山葵的收入还不够付村民的工钱，经营
者留下一个烂摊子后跑路了。因为担心
新来的公司不能善始善终，最后遭殃的还
是村民，所以，当玖凤公司要流转土地进
行旅游开发时，许多村民并不支持。

“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当
然是要反对的。”梁继福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总结了以往经验教训后，太安镇党委、
政府将乡村旅游经营模式由过去的政府
主导转变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
与”，采用“旅游景区+企业+农户”的利益
联结方式和“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的发展模式进行经营。好说歹
说，村民们终于同意流转土地。

“一个月能有500斤大米，
一个老太婆就能养活一家人”

“一亩地流转费500块钱，相当于
300斤谷子。我自己在景区当保安，一
个月还有1500元。这把年纪了还能挣
这么多钱，那真是有福气了。”谭文星说，
现在的发展方式让老百姓尝到了甜头，
也有了更大的盼头，所以他们希望玖凤
公司能在当地长期经营。

梁继福介绍，以凤凰花果山旅游项
目为例，农户流转给玖凤公司的土地、林
地等资源，按每年每亩田500元、地400
元、林地20元，每年增幅5%的方式入股
保底分红。此外，景区内有33户闲置农
房和2户企业闲置厂房参与入股，由旅游
公司统一改建开发项目，发展乡村旅游，
农户实现年均分红2500元，企业年分红
20万元，有效带动了景区农民增收致富。

受益于凤凰花果山旅游项目的并不
仅仅是凤凰社区。梁继福介绍，凤凰花
果山旅游项目涉及周边8个村，这些村
的村级集体资产在按经营性资产进行量
化后，可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交由玖凤
公司经营，每年按景区门票收入的15%
分红，每年保底分红50万元。镇、村收
取的红利主要用于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
和贫困户产业发展。

除了凤凰花果山旅游项目，太安镇
还以天峰生态农业为纽带，在天丰、红
丰、河堰、长乐等村建成7000亩泡桐、
1000亩荷花、500亩晚熟李、300亩柠檬
等特色产业基地，形成休闲农业景观带，
并建设旅游步道、观景台、商品销售点
等，吸引游客体验农耕生活，带动第三产
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喝上了自来
水，生活越来越好了。”年近七旬的丁道

玉和老伴在景区打工，每人每月有1200
多元的收入，“按两块五一斤的大米算，
能有500斤大米，一个老太婆就能养活
一家人了。”

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
被定格在了镜头里

“凤凰花果山、茶园，还有大石板梯
田和天峰生态农业园，形成了独具太安
特色的花园、茶园、田园。”梁继福说，近
年来，太安镇坚持“美丽太安、生态强镇”
战略定位，围绕打造“三峡田园、太安老
家”目标，突出生态、休闲、观光、避暑、养
生五大特色，大力招商引资，加快茶园、
花园、田园“三园”建设，全力创建市级全
域旅游示范镇，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尽管稻谷早已收割，可站在太安镇
大石板梯田观景台上，依然能看到层层
梯田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好似一幅美丽
的山水画。

“秋收时最好看，稻田一片金黄。”60
岁的谭人云的家在千亩梯田中，从他屋
顶升起的袅袅炊烟，被众多摄影爱好者
和游客定格在了镜头里。

大石板梯田开垦于唐代，成于明初，
已有千余年历史。梯田风光优美，是农
业部公布的全国十大梯田之一，被授予

“中国美丽田园”的称号，还被中国国家
地理杂志评为“重庆100个最佳观景拍
摄点”。近年来，大石板梯田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人前来观赏。

由于女儿女婿外出打工，谭人云和老
伴带着孙女在家种地，但种出的梯田大米
和饲养的家畜家禽以前经常销售无门。
如今，这些农产品已经通过网店在线上进
行售卖，还有一部分则出售给了游客。

梁继福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下一步，
太安镇将以全域全季为着力点，围绕茶
园、花园、田园“三园”建设，突出规划引
领，进一步完善凤凰花果山景区建设，利
用得天独厚的资源，把太安建成三峡乡
村旅游首选地。

昔日光头山 今朝花果山
——万州区太安镇打造全域旅游特色乡镇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凤凰花果山玖凤花卉园。 通讯员 张继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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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重庆丰都
县太平乡，壮丽的流云飞
瀑美景。流云飞瀑相呼
应，浑然一体气磅礴！

通讯员 林登周 摄

流云
飞瀑

本报讯 （记者 夏婧）音乐
剧、脱口秀、川剧……从下月起，重
庆将好戏连台。10月15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303“正南齐北”跨年演
出季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11月
起至2018年1月，我市知名民营戏
剧团体303剧社将携手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等4家剧团在重庆上演《两
个人的谋杀》《即兴戏剧》《噗嗤脱口
秀》等7部好戏。全民戏剧周、戏剧
论坛、粉丝沙龙等一系列活动也将
同时启动。

据了解，此次演出季看点多
多，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打造的
《两个人的谋杀》是一部百老汇爆
笑音乐剧，曾多次获得国际大奖。
知名脱口秀表演者史炎，也将带领

他的团队为重庆观众带来《噗嗤脱
口秀》。

此外，本次演出季还将上演独
角戏《埃克苏佩里的天真》、先锋剧
《地狱孤舟》、音乐剧《因味爱，所以
爱》。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演出季
的收官剧目，由303原创的川剧《聂
小倩与宁采臣》也将在重庆首演。
该剧是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扶青计划”签约作品。

作为此次演出季的延伸活动，
《龚思全川剧人物》展也于昨日在位
于南滨路的303剧场拉开帷幕。龚
思全是国家一级画师，此次展览汇
集了他创作的上百幅川剧人物与戏
曲脸谱。展览将持续至11月9日，
市民可免费参观。

4家剧团将来渝上演7部大戏
303剧社打造跨年演出季

《聂小倩与宁采臣》剧照。 （303剧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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