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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演出信息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云瑚音乐厅
德国钢琴家茱莉亚·巴塔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4月20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那些年，那些动漫2》重庆铜管、木
管五重奏动漫专场音乐会
演出时间：4月21日 19：30
演出票价：280/180/100/80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先锋实验话剧《窦娥》
演出时间：4月20-21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爱乐汇·台湾钢琴诗人Pianoboy高
至豪 流行钢琴重庆音乐会
演出时间：4月22日 19：3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100元

上海评弹团原创中篇评弹《林徽因》
演出时间：4月24日 19：30
演出票价：180/120/80/40元
演出单位：上海评弹团

【 万 有 音 乐 系 】Keren Ann
2018 中国巡演——重庆
演出时间：4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680/480/280/180元

涪陵大剧院

上海评弹团原创中篇评弹《林徽因》
演出时间：4月22日 19：30
演出票价：40/80/120/180
演出单位：上海评弹团
大型原创舞剧《粉墨春秋》
演出时间：4月24日 19：30

演出票价：80/120/180/280/380元
演出单位：山西华晋舞剧团

大型原创舞剧《一把酸枣》
演出时间：4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80/120/180/280/380元
演出单位：山西华晋舞剧团

重庆大剧院

茱莉亚演奏家独奏、三重奏室内音
乐会
演出时间：4月25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380元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2018陈鸿宇“与荒野”音乐会 重
庆站
演出时间：4月22日 19：30
演出票价：177/377/477/577/677元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弦乐四重奏音乐会（三）
演出时间：4月20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四）
演出时间：4月27日19：30
演出票价：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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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19 日电
（记者 张玉清 张汨汨）中国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19日发布消息，空军近
日连续组织多架轰炸机、侦察机成体系“绕岛巡
航”，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空军开展的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出动
了轰－6K、苏－30、歼－11和侦察机、预警机等
多型多架战机。轰－6K等战机实施了“绕岛巡
航”训练课题，提升了机动能力，检验了实战能
力。

轰－6K战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中远程新型
轰炸机。空军近年来远海远洋训练和绕岛巡航
中，都有轰－6K战机的英姿。

空军航空兵某师轰－6K机长翟培松表示：
“这次绕岛巡航，我们用战神的航迹丈量祖国的
大好河山，除了自豪，更多的是自信。改革开放、
强军兴军，我们的战机更先进了，我们飞行员的

‘翅膀’更硬了，有自信和胆气应对任何挑战。宝
岛在祖国怀中，祖国在我们心中。捍卫祖国的大
好河山，是空军飞行员的神圣使命。”

在新时代练兵备战中，空军依照相关国际法
和国际实践，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对马海
峡，持续组织海上方向实战实训。空军还要按照
既定计划，继续组织多型战机“绕岛巡航”。

空军航空兵某团轰－6K飞行员杨勇说：“这
两天，我们接连绕岛巡航，战斗机不断刷新战斗
航迹，飞行员不断刷新战斗经历。每一次绕岛巡
航，都强一份使命担当、多一分血性胆气。听从
祖国和人民的召唤，空军飞行员勇往直前。”

走实训之路，练打赢之功。空军轰－6K飞
行员群体聚研战谋战的心气、砺勇往直前的胆
气、壮敢打必胜的底气、养砺剑亮剑的霸气，把

“思想政治要过硬、打仗本领要过硬、战斗作风要
过硬”的战略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战斗岗位、每一
次战斗起飞。

空军新闻发言人表示，按照“空天一体、攻防
兼备”战略目标，空军深入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
军事训练，备战打仗能力发生历史性变化。空军
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空军多型战机连续中国空军多型战机连续

绕岛巡航

检验实战能力

新华社合肥 4 月 19 日电 （记者
徐海涛）人间四月，在安徽巢湖之滨、浮
槎山下的一片千亩桃园里，郁郁葱葱的
油桃树已开始挂果。这里的油桃被注册
为“慰农牌”，群众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

们心中的英雄——李慰农。
李慰农，原名李尔珍，1895年出生

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一个贫苦农
家。他自幼聪颖勤学，高小毕业后攻读
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书籍，目睹
父老乡亲疾苦，形成了朴素的“农业救
国”思想，立志振兴农业、拯救农民。

1912年，他考取安徽芜湖省立第二
甲种农业学校。赴校前夕，特更名为“慰
农”，寓意要以实际行动慰藉苦难的农民
大众。1915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
校任农场管理员。在此期间，他接触到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到只有走十月
革命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五四运动
时期，李慰农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领袖
人物，推动了爱国运动的发展。

1919年，李慰农与蔡和森等50多人
一起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6月，李慰农
和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维汉、王若飞
等18人，在巴黎西郊召开中国少年共产党
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李慰农随后被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正
式党员。1923年，周恩来被选为旅欧总支
部书记，李慰农为总支部成员。1923年
底，李慰农从法国转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东

方大学深造，参加中共旅莫支部的活动。
1925年，李慰农奉党中央指示回国，

被分配到山东工作。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
量，中共山东省委派他去青岛。他到任后，
立即参加了全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整顿
和发展地方党组织，领导开展工人运动。
同年四五月，青岛大康纱厂工人举行罢
工。李慰农立即派党员去联络各厂工人
举行联合大罢工，声援大康纱厂的罢工。
６天之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18000余
人。随后，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声援青岛工
人的罢工。青岛的工人、学生及知识分子
也群起声援。迫于强大的压力，大康资本
家于5月9日与工人代表签订了九项复工
条件。历时22天、闻名全国的青岛工人第
一次联合大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

5月29日，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
阀制造了“青岛惨案”。第二天，上海发生
五卅惨案。李慰农组织了“胶济铁路总工
会沪青后援会”，发动工人积极分子在青
岛、济南等地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和
反动军阀的罪行，发动募捐，慰问罢工的
阶级弟兄。7月26日，李慰农在去小鲍岛
召开秘密会议时被反动军警逮捕。敌人
逼他说出在青岛的“同党”，李慰农坦然地

说：“青岛的工人全是我的同党！”29日，李
慰农在青岛团岛海滨的沙滩上被反动军
警秘密杀害，时年30岁。

“在家乡的时候，他的志向是让本地
农民过上好日子。外出读书、尤其是加入
共产党之后，他的志向变成了让全中国的
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巢湖市庙岗乡党委
原副书记王淦说，李慰农的一生都在为劳
苦大众的利益而学习、奋斗、革命！

在李慰农的家乡巢湖市庙岗乡路店
村，61岁的退休教师杨庆忠说，自幼就常
听父辈说起李慰农的传奇故事，“直到现
在，他还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他的精神
感染着一代代人！”

王淦介绍，李慰农的精神和事迹是
巢湖市庙岗乡党员干部“三会一课”、道
德讲堂和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
容，当地准备修复李慰农故居并为其立
碑，进一步弘扬英烈精神。

李慰农是在青岛为革命献身的第一
位共产党人，青岛人民没有忘记他。
1989年6月，青岛团市委在青岛建立了
李慰农烈士雕像。如今，李慰农公园已
经升级建设成具有鲜明主题特色的党建
文化公园。

李慰农：报国一生为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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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中国空军轰-6K等多型战机开展
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9 日电 （记
者 郭宇靖 陈旭）由崇文书局出版、
近百位专家历时5年编纂完成的《马克
思主义大辞典》19日在京举行首发
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的重要成果。

大辞典分为“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四编，集纳了马克思主义
基本概念、原理、代表性著作、代表性
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会议、思潮

流派等2094个条目。
据介绍，作为马克思诞辰200周

年的献礼书，大辞典由武汉大学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
中心组织实施，编纂历时 5年，汇集
了 44家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被
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
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
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北省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等。

《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在京首发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记者 张玉
清 张汨汨）空军近日连续组织多架轰炸
机、侦察机成体系“绕岛巡航”。军事专家分
析认为，此举表达了人民空军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军事专家王明志认为，空军航空兵充分
发挥空中力量高速机动、远程精确打击的能
力，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作为战
略性军种，空军在管控危机和打赢战争中将
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军事专家邹轶男认为，在空天时代，以
地理屏障来获取战场优势已经不再可能。
空军的“绕岛巡航”充分说明，在国家需要的
时候，空军有能力绕到对手所谓“安全方向”

对其实施打击。
“在连日来的‘绕岛巡航’中，除了大家

熟悉的‘战神’轰－6K、苏－30等战机外，还
出现多款预警机、侦察机等。”邹轶男说，这
意味着，空军不仅在平时注重锤炼打击能
力，同时也在积累相关信息，一旦需要，可以
及时做出反应。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
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
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国空军正在
用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王明
志认为：“空军针对复杂背景，连续进行这一
训练，这对于空军实战能力的提升，有效应对
特殊复杂背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军事专家：

空军成体系“绕岛巡航”
表达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心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