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4月9日
是重医儿童医院试行实名制现场挂号的
首日，在该院现场，重庆日报记者发现此
举很受家长欢迎。

上午9点多，在重医儿童医院两路
口本部门诊大楼内，已坐满了前来候诊
的患者。

“娃儿咳，所以来看看。”陈女士8点
就带着两岁儿子到了医院，并用儿子的
医保卡顺利挂了号。

“实行实名制挂号太好了，可以打击
‘黄牛’，带娃儿来看病也更方便了。”陈
女士说，儿童医院一直不好挂号，之前她
带孩子来看过病，也遇过挂不到号的情
况，但医院门口的“黄牛”却喊高价卖号，
这让她非常窝火。

另一位朱女士此前就看到了本报
关于实名制的报道，于是特意带了户口
本来。“麻烦这一次，以后就方便了。”

该院门诊部主任熊苑教授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考虑到部分家长对实名制挂
号还不太了解，此次试行实名制挂号将
施行为期2个月的缓冲期，之后会按照
规范制度执行。“如果缓冲期间到医院挂
号忘了带身份证，可以办理临时挂号。”
熊苑教授说，他们会做相关记录，下次就
医时必须带上身份证。

熊苑教授提醒广大家长：重庆地区
的孩子最好带医保卡，外地的小孩就医
请一定带好身份证，如果孩子还没上户，
必须提供家长的身份证。如果孩子上了
户口，应及时换成孩子的身份证号。

除现场挂号外，儿童医院还可以通
过微信、医事通、12320三种方式进行预
约挂号，同时，114、116114、12320也可
电话预约。

实名制现场挂号
受家长支持

没带身份证可临时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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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4月9日电 （记者 吴文诩）在成
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的彭大将军专祠内，一座高达
近10米的石碑矗立其间，碑身南北面书有“彭大将
军家珍烈士纪念碑”，东西面写着“先烈彭大将军家
珍殉国纪念碑”。

1912年1月26日的深夜，北京西四北红罗厂，
清朝顽固派首领良弼家宅门口响起猛烈的爆炸声。
23岁的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只身深入虎穴，
用土制炸弹将良弼炸死，自己则英勇捐躯。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今青白江区城厢
镇人），1888年4月9日出生。1906年毕业于四川武
备学堂，后赴日本考察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加入中
国同盟会，接受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思想。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
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但清王朝以良弼为首的
顽固派不甘失败，组织“宗社党”拼力反抗革命。良
弼是“宗社党”领袖，他坚决反对清廷与革命政府议
和，欲集结十万清军与革命军决一死战。

为了扫清革命阻碍，彭家珍自告奋勇，决定舍身
前往刺杀良弼。彭家珍通过调查发现，良弼的亲信
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
扮他去见良弼，于是便印了崇恭的名片，又购买了一
套清军官服。

1912年1月26日晚，当良弼乘坐的马车回到府
邸门前，良弼正从马车上迈下一只脚时，一个身着清

军官服的青年人迎上来递上一张名片。良弼觉得不
认识眼前这个人，诧异之间欲转身快步回府。突然，
青年人掏出一枚炸弹，一声巨响后，良弼应声倒地，
左腿当即被炸断。一块弹片也击中了青年人的头

部，他不幸壮烈牺牲。这个青年正是彭家珍，时年23
岁。两天后，良弼伤重死去，同时殒命者还有其八名
卫兵。

那是一个为革命慷慨赴死的年代。爆炸行动
前，彭家珍写好绝命书，连同账簿和现洋200元装入
皮包内，交给同志。“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
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这是彭家珍留
下的生命绝唱。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爆炸行动十多天后，
清朝宣统皇帝下诏宣布退位，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
帝制从此终结。孙中山称赞彭家珍“我老彭收功弹
丸”，并追赠其为“陆军大将军”。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签发给其家属《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
证》，表彰彭家珍“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彭家珍已经牺牲100多年，如今家乡城厢镇的
变化非常大。近年来，城厢镇以重点镇建设为契机，
以现代产业发展为支撑，以“五区一带”和古镇保护
开发的产业发展布局为基础，推动全镇经济社会的
不断发展，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初步形成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具有较强辐射力
的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彭家珍慷慨赴死为共和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说到刘伯承，相信大
家并不会陌生。但你可曾知道，刘伯承元帅曾经向
重庆图书馆捐赠过一批图书么？4月9日，以“苦学
入梦寐，劳生历艰难”为主题的重庆图书馆馆藏刘伯
承元帅捐赠文献展在重庆图书馆拉开帷幕。

据了解，此次展览由重庆图书馆主办，展出的图
书均来自刘伯承在1951年2月赴南京担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前夕向西南人民图书馆（重庆图
书馆前身）捐赠的4083册图书，包括史类、地方志、印
谱、书法等多个种类。展览将持续到4月20日。

神秘的“刘老太太”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知道刘伯
承元帅向重庆图书馆捐赠了这批文献。”在9日的展
览现场，重庆图书馆相关负责人指着捐赠清册上所
写的“刘老太太”四个字，给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一段
往事。

1951年3月9日，一位女子来到了位于两孚支路
（今两路口）的西南人民图书馆。她并没有在阅览区
停留多久，便来到办公室，告诉工作人员，她要捐赠包
括《史记》《前汉书》《廿四史》《资治通鉴地理今释》《汉
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资治通鉴》在内的一批图书。

捐赠完图书后，照例要登记捐赠者姓名。“就写
‘刘老太太’好了。”女子回答，等工作人员在清册（专
门用于登记捐赠人姓名的）上写完后，这位女子又把
它拿回去，写了几个字后把清册还给工作人员。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一位工作人员在清理旧书
时发现了这本清册，“刘老太太”4个字后面的括号内
赫然写有3个字：刘伯承。这位负责人回忆，这位刘
老太太究竟为何人，为何捐赠这批图书？当时，这件
事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经过多方查找，谜底在上世纪80年代揭晓，
“1982年，刘伯承的三儿子刘蒙访问重庆图书馆，亲
口证实这批图书为刘伯承所有。”这位负责人说，“而

这位神秘的‘刘老太太’也被推测为刘伯承夫人汪荣
华。她所捐赠的图书是重庆解放之后，刘伯承担任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所读之书。”

亲笔批注彰显元帅读书态度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发现，此次展出的图书中
既有《食货》《东方杂志》《图书月刊》等民国期刊，也
有《蜀中先烈备征录》等巴蜀地方史志。但这些图书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部分图书上都有刘伯承
元帅的亲笔眉批、旁批和圈点。

“这些批注的背后，彰显了刘伯承元帅及其所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里，为传
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与践行中国先进

文化所做的努力。”该负责人说，通过研究这些批校，
我们也可以推测当时刘伯承元帅的读书心得。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有刘伯承元帅亲
笔眉批的图书中，又以《蜀中先烈备征录》最为详
细。在该本图书上，刘伯承元帅不仅对图书内容进
行了大量批注，还在该书的《张培爵小传》空白处详
细列举了当时川西、川北、川南的革命情形。

“这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该负责人说，辛
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在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参
加了反对清政府的学生军。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
者，他自然对重庆的辛亥革命先驱有着独特感情，因
此在阅读《蜀中先烈备征录》的过程中，会结合自身
所见所闻，写下很多批校文字和心得体会。

去重庆图书馆看开国元勋读书心得

刘伯承元帅捐赠文献展开展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 （记
者 闫子敏）针对外界普遍关注的
中美经贸摩擦有关问题，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9日表示，美方的举措不
仅损害中方利益，也损害其他国家
利益。美方的错误做法已经引起国
际社会的高度关切和普遍担忧。

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
们注意到，奥地利、荷兰、新加坡、菲
律宾、巴基斯坦等多国领导人和联
合国秘书长等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
进行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他们在与中方领导人的会谈会
见中表示要维护自由贸易体系，促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在
当前外界普遍关注中美经贸摩擦愈
演愈烈的情况下，上述会谈会见向
外界发出了怎样的信号？

耿爽表示，目前各方都高度关
注中美经贸关系，因为这不仅是中
美两家的事，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大
家的事，因为它事关国际规则要不
要遵守，多边体制要不要维护，经
济全球化要不要推进的重大原则
问题。

他说，美方近来一系列言行，特
别是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本质是单
边主义挑战多边主义，保护主义对
抗自由贸易。美方的举措不仅针对
中国，也针对其他国家，不仅损害中
方利益，也损害其他国家利益。

他表示，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
际组织负责人在与中方会谈会见中
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清楚地表明，国
际社会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不是办法，国际合作、
多边协调才是出路，以规则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应当得到遵守。美方的
错误做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
关切和普遍担忧。这也印证了中国
的一句古话，叫“得道多助，失道寡
助”。

“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
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贸易
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权威，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
发展，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耿爽说。

外交部发言人谈中美经贸摩擦：

美方错误做法已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切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天上
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
4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上海越剧
院《红楼梦》剧组举办的成渝媒体见面
会上获悉，为纪念越剧《红楼梦》首演
60周年，上海越剧院开启《红楼梦》全
国巡演，将于5月17日和18日在重庆
大剧院连演两场《红楼梦》。

越剧《红楼梦》是上海越剧“四大
经典”之一，自1958年上海首演至今
刚好一个甲子。它是一部集综合舞台
艺术的大作，无论在编剧、音乐，还是
导演、演员等方面，其主创阵容无一不
是上海越剧院的开山元老。

越剧宗师徐玉兰扮演“贾宝玉”、
王文娟扮演“林黛玉”、吕瑞英“薛宝
钗”、金采风“王熙凤”、孟莉英“紫鹃”、
曹银娣“琪官”等越剧艺术大师们齐聚
《红楼梦》，在60年里唱遍大江南北，
造就一段传奇而辉煌的历史。期间，
《红楼梦》还被拍成越剧电影、交响乐
版越剧、民乐版越剧，也同样轰动一

时，成为几代国人心中的经典。
《红楼梦》经过几代人传承流传

至今。本次来渝演出的演员就是各流
派代表性的传人，他们大都是80后、
90后，开始“接力”经典。演绎“贾宝
玉”的就是“徐（玉兰）派”第十代越剧
新秀王婉娜；而“林黛玉”则由上海越

剧院“王（文娟）派”弟子与传人李旭丹
饰演。

“通过几代人将这样的经典剧目
流传下来，让现在的人以及后辈们能
够走进剧院，欣赏到这么经典的剧目，
了解中华之美和优秀传统文化。”重庆
市剧协主席程联群说。

纪念越剧《红楼梦》首演60周年

越剧《红楼梦》将“原汁原味”在渝上演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据了
解，文学经典《红楼梦》被昆曲、歌剧、
黄梅戏等多个剧种演绎过。“但越剧的
影响力算最大的，无论是演员的人物
塑造还是剧本结构都非常好，艺术造
诣很高。”程联群称。

“越剧《红楼梦》有几个版本，这次
在成渝两地演出的是经典版，最原汁
原味，就是他们（王文娟）第一代表演
的版本，没有任何改变。”李旭丹说。

在现场，两位主演展示了优美越
剧声腔片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和
《金玉良缘》。那一句“天上掉下个林
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勾起无数人
的回忆，获得阵阵掌声。而对于其中
最喜欢的片断，李旭丹说最喜欢《黛玉
葬花》这一段，“因为特别体现了黛玉
的性格——真。”

越剧《红楼梦》的到来，受到许多重
庆市民的喜欢。活动现场，来自重庆群

星小百花青年越剧班的两名学员表演
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和《追鱼·月下
打坐》，并与主演进行了沟通交流。

“我特别喜欢越剧，已经有27年
了，以前都是花钱跑到上海去看演出、
看他们排练，现在能在家门口与他们
（主演团队）交流特别开心。”重庆群星
小百花青年越剧班学员吴春燕说。

“我的奶奶是浙江人，抗日战争时
期逃难到重庆，便在这里生活下来，渐
渐喜欢上川剧，但还是很怀念家乡的
越剧。像我奶奶这样的人这些年受到
两地文化的浸润，特别有这种情怀。”
市民李小姐说。

重庆市民爱川剧也爱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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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贺静 机构编码：00001750010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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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
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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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文龙 机构编码：0000175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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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3年03月31日
邮政编码：400043 联系电话：63631019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

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
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
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2月26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这是彭家珍生前用过的铜墨盒（右）和铜镇纸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建设
书香重庆，市民在行动。4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2018年重庆读书
月活动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我市通
过整合全民阅读资源，完善全民阅
读设施，提升全民阅读品牌影响力
等方式，力争让市民综合阅读率上
升到86%，助推“书香重庆”建设。

具体而言，我市将在今年大力
推进市少儿图书馆新馆建设的同
时，抓紧谋划重庆图书馆二期工
程。“区县层面，我们则将继续对区
县公共图书馆进行提档升级，大力
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图书室
建设，推动‘一卡通’借阅向基层延
伸服务，并通过建设50个24小时
自助图书馆（幸福书屋）的方式，加

快我市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市委宣
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我市今年将紧紧围绕“建
设书香重庆，共享书香生活”主题，
组织开展1500场全民阅读品牌活
动，在持续开展重庆读书月、中华魂

“读书活动”等市级品牌活动的同
时，鼓励各区县、各部门、社会各单
位打造各具特色的读书品牌活动。

我市还将加强全民阅读内容供
给，除了各出版机构要结合市民阅
读需求，推出精品力作，开发一批数
字阅读产品外。各区县（自治县）要
深入推进“群众阅读，政府买单”“网
上借阅，配送到家”等创新阅读服务
项目，为群众阅读提供更加便捷的
服务。

力争让市民阅读率上升至86%

我市多项措施助推“书香重庆”建设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吴谦9日就美国务院
公告对台潜艇“营销核准证”回答了
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
门称，美国务院日前公告对台潜艇

“营销核准证”，台方认为美此举有
助于提高其防卫能力，维持台美友好
关系。请问国防部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售

台武器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
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要
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一切形式的
美台军事联系，停止一切形式的对
台售武。中国军队有能力、有决心
挫败一切分裂祖国的企图，将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和领土完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务院公告
对台潜艇“营销核准证”答记者问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
9日，2018年“4·23世界读书日”暨
第十一届重庆读书月活动新闻发布
会在重庆图书馆举行。重庆日报记
者了解到，2018年“4·23世界读书
日”暨第十一届重庆读书月活动将
于 4 月 14 日在解放碑步行街启
动。读书月期间，将有218项子活
动邀请市民参与。

据了解，本届读书月活动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化委、各区县党委政
府主办，将围绕“建设书香重庆，共
享美好生活”的主题，以解放碑主会
场+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分会场
同步举办的形式开展。

据介绍，本届读书月活动共包
含有218项子活动。其中解放碑主

会场将由全民阅读工作成果展、图
书惠民展卖、特色服务展示、全民阅
读案例展示四大板块组成。

据悉，在解放碑主会场，重庆
图书馆将在现场展示重图古韵系
列文化创意产品及其取材的馆藏
书画、报刊、古籍等珍本，还将举行
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活字印刷
术VR实景体验活动。重庆新华
书店集团将以解放碑为主展场举
行图书惠 民书 展、“ 探索 造纸
术”——古法造纸体验课、非遗文
化手工体验等活动。

本届读书月期间，重庆图书馆、
各区县图书馆、新华书店区县店等
单位举办的188项子活动同样精彩
纷呈。

第十一届重庆读书月14日启动
218项活动等你来玩

《重医儿童医院今起试行实名制现场挂号》
报道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