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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演出信息
重庆大剧院大剧场

德国汉堡节日交响乐团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14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

480/680/880元
演出单位：德国汉堡节日交响乐团

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演出时间：1月16、17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

480/680元
演出单位：俄罗斯芭蕾舞剧院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袁范版
演出时间：1月19、20日 19∶30
演出票价：180/280/380/580/

680元

云瑚音乐厅
意大利钢琴家瓦妮莎·贝纳利·

穆塞勒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元
演出单位：瓦妮莎·贝纳利·穆塞勒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姑苏谐韵”滑稽戏巡演 国家
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苏
州市滑稽剧团 校园滑稽戏《青春
跑道》

演出时间：1月14日 19∶30
演出票价：60/80/100元

【小橙堡】经典童话人偶剧《小
红帽》

演出时间：1月21日 10∶30/15∶30/
17∶30

演出票价：50/80/120/180/240元

套票：200（120*2）/300（180*2）/
400（240*2）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一剪梅”经典歌曲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19日 19∶30
演出地点：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红梅报春”经典歌剧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地点：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施光南大剧院

大型多媒体3D亲子音乐剧《阿
拉丁与神灯之沉睡精灵》

演出时间：1月23日 19∶30
演出地点：施光南大剧院
演出票价：50/100/150元

重庆川剧艺术中心
“龙凤呈祥”大剧院

川剧《江姐》
演出时间：1月12—14日 19∶30
演出票价：180/280/3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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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甘肃酒泉1月13日电 （李
国利 许京木）1 月 13 日 15 时 10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陆地勘
查卫星三号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

定轨道。
这颗星主要用于开展陆地资源

遥感勘查。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63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陆地勘查卫星三号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失去阳
光的重庆更冷了。1月13日，据重庆
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局地最低气温将
达0℃，部分地区有霜冻。明天，阴雨
天气将席卷而来，高山或再飘雪。

昨天，重庆上空云层增厚，大部
地区都以阴天为主。实况监测显示，
截至下午16时，除开州、云阳、奉节等
东北部地区以外，其余大部的最高气
温都在5至10℃之间。其中，开州气
温最高，达到了15℃，最低的是酉阳
5℃。主城今天最高9.7℃。

市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地
区天气较好，早晨有雾和霜冻。周
一开始，有冷空气入侵，部分地区将

降雨。
具体来看，14日白天，南部地区

阴天转多云，其余地区多云，坪坝河
谷地区早上有雾，部分地区有霜冻。
大部地区气温-1～14℃，城口及东南
部-3～13℃。主城区：阴天转多云，
5～12℃。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各地
多云转阴天，偏南地区和西部偏西地区
有零星小雨。大部地区气温2～13℃，
城口及东南部-1～12℃。

主城区：阴天，7～11℃。15日夜
间到16日白天，中西部地区小雨转多
云，其余地区小雨转阴天。大部地区气
温3～11℃，城口及东南部2～10℃。
主城区：小雨转多云，7～10℃。

重庆阴雨天气明天来袭
高山或再飘雪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月9
日，重庆市2017年度“贫困母亲两癌”
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发放仪式
在奉节举行。据了解，本次救助行动
将发放1167万元贫困母亲“两癌”救
助金，按照每人1万元的标准，全市
1167名农村贫困“两癌”患病妇女将
得到救助。

当天，20名“两癌”贫困母亲代表
获得了救助金。“我只是一个普通农
村妇女，却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关心、
帮助，感受到政府给我们的温暖，这
一切鼓励，我再苦再难都要乐观。”潼

南区塘坝镇店子村妇女陈秀华激动
地说。

据了解，贫困母亲“两癌”（即宫
颈癌、乳腺癌）救助项目于2011年由
全国妇联发起，我市获得中央救助资
金达5102万元，其中2017年有1167
万元。本次救助与精准脱贫紧密结
合，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20名
库内患病妇女、282名库内建卡贫困
患病妇女实现了救助全覆盖，对20个
贫困区县进行了重点救助倾斜，按照
每人1万元的救助标准，1167名农村
贫困“两癌”患病妇女将得到救助。

市妇联发放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金
全市1167名妇女将获救助

据新华社杭州1月13日电 （记
者 朱涵）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小心地给
93岁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揭
开纱布时，黄老脱口而出：“太亮，太
亮了！”

几天前，黄旭华在浙江邵逸夫医
院接受了高难度的白内障手术，术后
恢复效果良好。

姚玉峰与黄旭华的相识要追溯
到2017年 11月的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表彰大会，两人都是全国道德模
范。黄旭华作为第六届道德模范的
代表之一需要上台发言。大会前一
天，工作人员把大字号的发言稿交给
黄旭华。黄旭华拿着稿子说，他的眼
睛不好，要特大号的字，再加上放大
镜，才能看得到。

这话被一旁的姚玉峰听到了，想
着会后为老人检查一下眼睛。

姚玉峰是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
国首届白求恩好医生，眼科界“姚氏

角膜移植法”的发明者。他在北京为
黄旭华简单检查了眼睛，发现他的白
内障非常严重。

“我问过好多医院，医生都说，这
种白内障很少见，我又是这么大的年
纪，做手术风险太大。”黄旭华说。

姚玉峰决定接下这个重担。1月
2日，黄旭华与家人来到浙江邵逸夫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黄旭华眼睛的
视力不到0.1，白内障呈棕褐色，达到
五级核的硬度（白内障最硬的核）。

考虑到手术的难度和黄旭华年
龄，邵逸夫医院组织全院大会诊。经
多方讨论，姚玉峰作为主刀医生最后
决定，治疗方案采用局麻下进行白内
障微小切口超声乳化手术，联合三焦
人工晶体植入术。

在治疗团队努力下，手术顺利完
成。术后黄旭华左右眼的远中近视
力都达到了0.6，比术前预计的还要
好，老人看电视、看手机、看便条都清
楚了。

“中国核潜艇之父”

黄旭华的眼睛又“亮”了

“快！胎儿脐带脱落，孩子有生命危险！”1月11
日下午3点51分，在市中医院待产室，助产士文静在
为产妇做阴道检查时，发现胎儿的脐带已脱落到宫颈
外口，而且胎心也突然下降。她来不及多想，跪在病
床上，半弯着腰，两根手指保持着“托举”脐带的动作，
这一动作足足保持了21分钟。目前，该产妇母女平
安。

该产妇名叫黄颖（化名），今年35岁，这是她怀的
第二胎，一家人对老二的降临都充满了期待。

1月11日下午3点左右，怀孕37周多的黄颖突然
觉得下腹有些坠胀，然后发现自己羊水破了，丈夫赶
紧将其送至市中医院。

到达中医院后，文静对黄颖进行了常规检查，她
发现胎儿的脐带已脱落到宫颈外口，而且胎心一下子
就降至90次/分。

“不好！”经验丰富的文静知道这是脐带脱落受到
挤压，如果不尽快还纳脐带，胎儿会因为缺氧导致窒
息。她赶紧跪在病床上，半弯着腰，用两根手指将脐
带往里还纳，以缓解脐带压力。同时，她赶紧让护士
给妇产科医生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何霞，她与妇产科
主任王晓霜正在住院部一楼。“老王，快跟我跑，一名
产妇突发状况！”何霞大喊一声，拔腿就跑，王晓霜也
快跑了起来。

4点05分，黄颖连病床一同被推进手术室。由于
情况太紧急，为了减少搬动给产妇带来的安全隐患，
何霞决定直接在病床上对病人实施紧急手术。此时，
文静还保持着同一个姿势，手术单直接罩在了她身
上，但她一点都不敢动。

由于病床比实际手术床要宽四五十厘米，黄颖躺

的位置靠近主刀医生何霞，在何霞对面辅助的王晓霜
也没多想，直接跪在了病床上，协助何霞实施了手术。

4点12分，产妇顺利分娩，当听到胎儿响亮的啼
哭，大家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到此刻，文静才直起
身，将已经僵硬的手指拿了出来。

事后，文静的手指忍不住直哆嗦，不过看着健康
出生的孩子，她长长地吐了口气，笑了。

胎儿脐带脱落危在旦夕

重庆医护人员跪着紧急手术
本报记者 李珩

医生正跪着紧急手术，助产士在下方跪着还纳
脐带。 （市中医院供图）

荣昌区安富街道安陶小镇，是陶产业、陶文化和陶旅游融合发展，集文化、旅游、产业、教育于一体的特色小镇。

“金竹山，瓦子滩，十里
河床陶片片。窑火烧亮半
边天，窑公吆喝悍声远。”这
流传几百年的民谣，是对古
时荣昌陶器生产盛况的真
实写照。荣昌陶器和江苏
宜兴紫砂陶、云南建水陶、
广西钦州坭兴陶一起合称
中国四大名陶。荣昌陶器
原产地为安富街道，100多
年前就销售到东南亚地区，
现在是整个西南地区最大
的陶瓷生产基地。

在荣昌区安富街道，陶
元素已融入装饰、建筑之
中。这里不仅是荣昌陶产
业和陶文化的产业集聚地，
也成为游客接近陶生活艺
术的旅游景点。依托陶产
业和文化的深度融合，荣昌
加大陶文化挖掘和传承，加
快陶瓷工业企业转型增
效。结合文化创意产业、旅
游产业，荣昌陶器重新焕发
出新的生命活力。

如今，以安陶为主的荣
昌文化产业建设正在重振旗
鼓。随着安富陶艺古镇的重
现，当地围绕陶产业的旅游、
文化链条不断延伸。现有文
创企业40余家、规模制陶企
业15家。2017年，陶产业年
产值达25亿元，接待游客10
万人次、旅游收入 1700 万
元。

记者 郑宇 摄影报道

荣昌安富——传承 文化 小镇再崛起陶陶

62岁的云南根艺紫陶创始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田
家祥，是荣昌区引进的陶艺大师。他在荣昌研制开发的“根
艺小茶壶”造型工艺独特，受到市场喜爱。

1月9日，荣昌区安富街道陶宝古街，李志鹏、宋巍夫
妇正在手工制作陶器。他们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是荣
昌区政府引进的特长人才。

荣昌陶博物馆有近3000件从
汉代至今的荣昌陶器精品，常年
展出200多件日用陶、工艺陶。

新华社厦门1月13日电 （记者 刘旸 张悦姗）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13日在厦门举办的2018全
国体育产业发展大会上表示，要破解体育产业发展中
的瓶颈，营造良好产业环境，着力发展运动休闲、智能
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培训、体育用品制造服务以及体
育彩票等六大产业链。

赵勇表示，体育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但与
体育强国相比差距仍然显而易见，面临规模不大，结
构不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以及在产业政策、市
场开拓、媒体服务、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瓶颈。

国家体育总局要针对税收、水电价格、金融支持、
安保成本等突出政策瓶颈，联合有关部门做进一步细
化工作；通过大强度、高密度地推广全民健身，引导体
育消费，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

赵勇透露，国家体育总局正在创新与电视媒体合
作，打造极限运动，冰雪运动、足球频道、青少年体育
等特色电视频道，以及网络电视台，旨在形成竞争性
的媒体市场，让原创体育内容实现版权市场价值。

赵勇认为，场馆运营要在全国推行“两改”，一是
改造功能，让大型体育场馆有全民健身的功能；二是

要改造体制，场馆交给市场运作，政府放开资源，带动
竞赛表演业发展。体育用品装备制造业要转型升级，
在产品、技术和商业模式上创新，介入体育服务业，在
服务中开拓市场。首届世界智能体育大会和首届世
界智能体育运动会都将在今年举办，智能体育将成为
最具潜力的体育产业链。

赵勇表示，体育彩票产业最突出的问题是彩民结
构不合理，要改革彩票的公益形象、发行手段，以及公
益金使用的方向和比例，吸引更多人群购买彩票，目
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完善社区体育设施，回馈于民。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在2018全国体育产业发展大会上表示

破解体育产业发展瓶颈
着力发展六大产业链

运动休闲
智能体育
竞赛表演
体育培训
体育用品制造服务
体育彩票

荣昌区安富鸦屿陶器厂是当地老牌的陶器生产企业，已有60年制陶历史，生产
的陶器包括茶具、酒具等日用品及各类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