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2日，2017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重庆市川剧院创排的现代川剧《江姐》
在市川剧艺术中心首演，大获成功。13日，该剧专家研讨会举行，来自文化部、国家艺术基
金、重庆市文化委，以及全国各地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活动。他们一致认为，
用川剧艺术来表现“江姐”，有力地弘扬了重庆本土文化，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1月13日，川剧《江姐》专家研讨会现场。

▶1月12日晚，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川剧《江
姐》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首演。 记者 熊明 摄

弘扬本土文化 传递社会正能量

现代川剧《江姐》专家研讨会在渝举行
本报记者 任雪萍

把江姐的革命追求
艺术化、情感化、地方化

“全国各地都在演江姐，重庆作为
江姐故事主要的发生地，这次终于弥补
了一个遗憾。”中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
说，上世纪60年代，歌剧、川剧《江姐》
曾风靡一时。此次，重庆市川剧院创排
的《江姐》并没有满足于简单的复制，在
视觉呈现效果上更符合当今观众审美，
听觉上融入川剧打击乐、声腔等地方特
色，“可以说源于老版本川剧《江姐》，但
又有别于前作。”

“现代川剧《江姐》把主人公的革
命追求艺术化、情感化、地方化，让一
部红色经典、历史经典成为今天观众
能分享的精神创造。”中国戏剧家协会
秘书长崔伟说。

“开演之前我是很忐忑的，《江姐》

已经有川剧、歌剧、京剧、越剧等很多
经典演绎，现代川剧版本还能感动我
吗？看完之后，我确实被打动了。”中
国艺术研究院教授马也说，红岩和江
姐是重庆的故事、重庆的英雄，由重庆
市川剧院来呈现这段红色历史，为这
座城市的文化历史形象增添了浓重的
一笔。

现代川剧《江姐》
是一部优秀的教材

“明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
是江姐牺牲70周年。在她牺牲的这
块土地上，重新排演川剧《江姐》是重
庆市川剧院的使命和责任担当，具有
独特的现实意义。”人民日报文艺部原
主任刘玉琴认为，我们优秀的传统文
化推崇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有理
想、有信仰的精神追求没有改变，重庆

市川剧院推出的现代川剧《江姐》契合
了社会主流价值观，能够起到价值引
领和示范效应，是一部优秀的教材。

《中国戏剧年鉴》负责人罗松表
示，现代川剧《江姐》是重庆市川剧院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生动
实践，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努力让现代元素融入其中

“看完该剧，我觉得‘绣红旗’一段
很有新意。”中国戏剧杂志社副主编李
晓青说，在现代川剧《江姐》中，它没有
呈现五星红旗，而是用一个黄色的五
角星来代表了英烈们绣红旗的情景，
这是一大创新。“此外，舞美呈现也很
有味道，特别是用灯光营造的嘉陵江
水，波光粼粼，美轮美奂。”

罗怀臻称，现代川剧《江姐》走出
了自己独特的路，有自己特有的风格，

包括独特的地域文化，将来对其他舞
台演出将有所启发。“比如，没刻意用
大乐队，但气氛非常好，看得出来，创
作团队是在努力将现代元素融入其
中，让年轻观众更易接受。”

走向全国，让更多人喜欢江姐

歌剧、京剧等版《江姐》的编剧阎
肃的妻子李文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她动情地说：“看完演出，觉得沈铁梅
版的《江姐》无可挑剔，非常成功，其他
的角色也很出彩，期待现代川剧《江
姐》走向全国。”

三峡博物馆原馆长王川平说：“江
姐‘回家’了，但‘回家’是为了更好地
远行，希望剧组不断精打细磨，既保持
川剧《江姐》的韵味，又在满足现代人
的审美上下更多功夫，让更多的年轻
人喜欢江姐这个人物。”

价格投诉 12358 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5 电力投诉 95598 自来水投诉 966886 燃气投诉 67850498 电信用户申诉 12300 质监投诉 12365 交通服务热线 96096 旅游质量投诉 63866315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投诉 6367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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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涪陵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赵洲 机构编码：0000605001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西段稻香社区五组微型企业创业园临公路一层第1栋第3间
成立日期：2018年01月05日
邮政编码：408000 联系电话：023-87877669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涪陵行政辖区内，经营下列保险业务:（一）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括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二）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三）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外，不得经营
其他法定保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发证日期：2018年01月05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江津：立足实际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即将结束的2017，有太多太多温暖的回

忆，如果只用一个字来总结，那就是‘家’：单位不
仅给了我家一样的温暖，更给了我一个实实在在
的‘家’……”2017年的最后一天，江津区西湖镇
卫生院职工刘丹在微信里这样写道。

这一年，江津在全市率先实施基层卫生院医生
周转房建设工程，共为蔡家、中山、柏林、西湖等12
个偏远镇修建改造了208套基层卫生院医生周转
房，包括刘丹在内的208名基层医生住进了新房。

2017年，江津区共投入12.8亿元，实施了包
括基层卫生院医生周转房在内的30件民生实
事，使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拎包入住的基层卫生院医生周转房
刘丹的“家”是一套30多平方米的单间配

套，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被她打扮得既干净
又温馨。

“完全是拎包入住！”她说，她是2017年11
月搬进入住的，当时，不仅房子装修一新，还配套
了床、衣柜、电视、热水器、灶等各种设施，就连板
凳也配套好了。

她“家”的位置也非常好，下楼就是西湖镇新
修的西湖广场，步行2分钟就到镇卫生院。既清

静，上班又近。
如此精致的周转房，却并没有花政府多少

钱，每套仅5万元。“这是我们用闲置楼改造出来
的。”西湖镇卫生院副院长郑伟说，政府的基层卫
生院医生周转房资金全部用在装修和购买设施
上。2017年，该院共改造了16套周转房。

“这项民生实事花钱不多，但意义重大！”江
津区卫计委负责人说，近年来，他们在基层卫生
院的医疗业务用房和设施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
金，但基层医疗队伍不稳定、留不住年轻医生的
现象仍然突出，其中除了收入低的原因外，“住房
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刘丹也曾有过多次的思想动摇。她自2016
年7月毕业考进西湖镇卫生院后，每个月拿到手
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每月房租就要600元。
而租来的房子不仅离上班的地方远，住着也不稳
定，短短一年多时间，她就被房东追着搬了两次
家，好几次都产生了辞职的念头。“现在总算安心
了！”刘丹说，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新房，还省了房
租，每天下了班回到这个舒适的小窝，心里就格

外的踏实。
2018年至2020年，江津还将继续建设改造

352套基层卫生院医生周转房，基本解决基层卫
生院医务人员“住房难”的问题。

共完成了30件民生实事
江津区发改委提供的数据表明，2017年，江

津共实施了30件重点民生实事——
在农村公路建设上，共开工550公里，完工

410公里；
在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上，共完成慈

云、白沙、永兴等18所小学的校舍改善，并配置
教学仪器和生活设施；

在建设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上，共建成几
江、鼎山、德感、双福、西湖、永兴6个镇街的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

在城区公共停车位工程上，共在中心城区建
成停车位1076个，超额完成576个；

在城乡垃圾收运系统建设上，共新购垃圾桶
2.2万余个、各类垃圾箱体724个、各类收运车

118辆；
在农村电商暨富硒农产品网络营销三级服

务体系建设上，共建成10个农村电子商务镇级
服务站和50个村级服务店；

在场镇基础设施改善工程上，9个镇已开工
建设，8个镇完成招标，完成投入1.453亿元……

江津区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这30件重点民
生实事，其中18件参照市里实施的民生实事，12
件是江津自己确定的。

江津在确定这些民生实事上，主要坚持了两
个原则：一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事先一方面
通过网络、电视、报刊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广泛
征集意见建议；另一方面广泛征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镇街、部门意见建议。二是坚持既尽力
而为又量力而行的原则。他们将这些意见建议
进行整理后，再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和财力状
况，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入手，科学统筹、精心筛选出一批重点民生实事。

实施基层卫生院医生周转房的建议由江津
区政协委员李征初提出。江津区委、区政府通过

调研发现，近年来通过加强基层卫生院医疗业务
用房建设，各基层卫生院都有不少闲置用房，将
其改造为医生周转房，既能快速有效解决基层医
务人员“住房难”这一突出问题，又在区级财力可
承受范围之内，于是决定实施这项工程。

研究部署2018年重点民生实事
1月3日，江津在新年召开的第一次区委常

委会即研究部署2018年重点民生实事相关工
作。

会议强调，实施重点民生实事，是区委、区政
府向全区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对这些民生实事要实施项目化管理，挂图作
战、真抓实干，把实事办好、办实，坚决兑现向人
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

据透露，会议决定在2018年实施贫困家庭
大学生资助、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医改
便民、普惠性学前教育及学前教育营养改善计
划、厕所建设、农村小康路及村社便道建设、免费
无线局域网及镇街4G网络全覆盖等一大批新的
重点民生实事，努力使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的改
革发展成果。

赵童 王琳琳 付道运

本报讯 （记者 李珩）难得的暖阳
之后，重庆又要下雨了。1月14日，据市
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各地将再迎
阴雨，气温有所下滑。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冷空
气影响，各地将有阴雨出现，气温会有所
下滑，全市最高温不超过11℃，局地最低
温将低至0℃。

专家提醒，早晨有雾，驾车出行的市民

请注意谨慎行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今起
阴雨湿冷，市民应注意适时添加衣服保暖。

具体来看，15日白天：各地多云转
阴天，大部地区气温 2～13℃，城口及
东南部0～11℃；主城区：多云转阴天，
7～11℃。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各地
间断小雨转阴天，大部地区气温4～12℃，
城口及东南部2～10℃；主城区：间断小
雨转阴天，9～11℃。

今明两天阴雨湿冷
注意添衣保暖

➡1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邮电大学获悉，该校通过“重邮小帮手”微信公
众平台，推出一款名叫“学霸帮帮忙”的学业互助平台，平台上有200名优秀学霸入驻，
可随时随地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据了解，该平台由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计算机等
学院学生开发，200名来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学霸，通过自主申报、学院推荐的形式，
作为志愿者入驻平台在线答疑。 （记者 李星婷）

重邮开发“学霸帮帮忙”新媒体学习平台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日前，全
国各大艺术院校或综合性大学陆续公布
艺术类专业的2018年招生简章，各校也
将陆续启动学校组织的相关专业考试
（简称校考）。1月14日，市教育考试院
发布了部分艺术学院的校考报名时间及
地点。

据了解，今年市外来渝组织校考的
院校有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江西服装学
院、四川传媒学院等多所高校。这些学

校的现场报名和考试时间集中在1月中
下旬，考试地点均在重庆艺术学校。

市教育考试院还公布了部分不在成
渝组织校考的知名艺术学院报名时间和
考试地点。如中国戏曲学院、上海音乐
学院等都在学校本地组织考试。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可密切关
注自己想要填报的艺术院校招生信息，
可登录各校官网查询相关院校校考时间
等具体事宜。

2018部分艺术类院校校考时间确定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美国
纽约时间1月12日，全球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的演艺交易盛会——第61
届美国演艺出品人年会（简称 APAP）
在纽约开幕。由重庆演出公司、重庆
芭蕾舞团、重庆民乐团、重庆曲艺团、
303 剧社等组成的重庆演艺代表团
参加了本次年会，展现了重庆舞台艺
术创作成果，精彩的节目令现场观众
拍手叫绝。

据了解，美国演艺出品人年会是
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演艺交
易会。本届年会共吸引了来自全球36
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多家演出商、经
纪人、艺术团体、剧场及艺术节代表参
加，共有370多个展位及超过1000场
节目参与现场展演。

据了解，在现场展演环节，我市各
艺术院团的青年艺术家在佛罗伦萨古
尔德剧场，表演了现代舞《沙漏》《黑天
鹅》，演奏了民乐《挑山》《巴渝风》《槐
花几时开》，奉上了川剧绝活《变脸》等
节目。这些极富巴渝特色、美轮美奂
的表演，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表演
结束后，众多参展商找到重庆演艺代
表团，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重庆
演艺节目的浓厚兴趣。一位美国演出
商表示，重庆带去的展演节目品质很
不错，民乐和变脸极具民族特色，古典
芭蕾和现代舞的结合也非常自然，希
望今后能加强交流和合作。

“重庆演艺集团向大会展示和呈
现了重庆舞台艺术创作的成果，加深
了世界对重庆的认知和了解，充分展
现了中国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重庆演
艺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通过
更多途径对外推广和宣传重庆，让重
庆的优秀作品真正走向世界。

重庆舞台艺术亮相第重庆舞台艺术亮相第6161届美国演艺出品人年会届美国演艺出品人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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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剧院大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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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夏秋冬·桃花源-丁雪儿古筝独
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4日 19：30
演出票价：30/50/80/100元

超级飞侠《小爱的奇幻旅程》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30/280/

380元

冠达集团·世纪游轮-哆唻咪和大
灰鸡亲子故事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8日 10：30
演出票价：100/180/280/380元

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敦煌》
演出时间：2月1、2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480/

680/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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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小纵队3》
演出时间：1 月 21 日 14：00/

16：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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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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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票价：40元

“红梅报春”经典歌剧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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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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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票价：50/100/150元

话剧《新原野》
演出时间：2月3、4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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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演出信息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 实习生 林
曦玺）1月14日，“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邀
请展”在市文联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杨
晓阳、臧跃军、周顺恺、李兵、王申勇等来自
全国各地的65位艺术家的85幅作品，将持
续至1月20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此次展览聚焦少数民族题材，特别是少
数民族原生态的民风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
风情。展出作品以国画为主，同时还有少量
书法作品。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艺术家们以

翰墨之笔饱蘸激情，绘江河之绮丽雄壮，书
各民族风土人情，表质朴纯真的民族情怀，
从不同的视角，以多样的形式，创作出参展
艺术佳作。其中，杨晓阳的《晨妆·甲午》、臧
跃军的《心灵佛光》、周顺恺的《尼泊尔风
情》、李兵的《玉岭晨风展祥云》、吴国亭的
《诺日朗瀑布》等作品引起了观众浓厚的兴
趣。

据悉，“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邀请展”
共6站，此前在成都举办，重庆站之后将分别
在昆明、北京等地举行。

去市文联美术馆感受少数民族风情

重庆演艺代表团在第61届美国演艺出品人年会演出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