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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8月 21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中国印象 秀
美重庆”文化艺术国际巡游活动首站将
于8月28日在法国巴黎拉开帷幕。届
时，法国民众将欣赏到重庆15家企业带
去的近500件文化产品。

巡游活动首站由重庆市文化委、重
庆西永综保区管委会主办，重庆市文化

交流中心和重庆泓艺九洲国际文化艺术
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据了解，活动将在
巴黎第十区政府开展，届时将展出竹帘
画、木雕、漆器等40余个种类的近500
件文化产品，体现出浓郁的巴渝文化特
色。展览为期7天，期间，蜀绣大师单大
琼还将手把手教学，向法国民众展示中
国传统刺绣技艺。

据介绍，巡游活动由参与承办的文
化企业组织策划，已申报为2018年文
化部（已与国家旅游局整合为文化和旅
游部）“一带一路”文化贸易与投资40
个重点项目之一，这是重庆唯一入选的
项目。重庆市文化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往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多由政府部门
主导实施，这次巡游活动则是政府部门

统筹整合文化资源，企业负责具体执
行，有助于探索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市
场化发展路径，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相统一，培育打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品
牌。

据悉，今年，巡游活动还将赴俄罗斯
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明年计划在新加坡、
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举行。

重庆15家企业组团赴法推广巴渝文化
巡游活动已申报为2018年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贸易与投资重点项目

陈舒面貌清秀，性格温和，谈吐温文
尔雅。但熟悉他的同事都知道，陈舒性
格的另一面，是沉稳果毅，举重若轻，绵
里藏针。

陈舒经常说，办理经济案件，就像绣
花，要胆大心细，又要胸有成竹。

今年34岁的陈舒，2007年参加公
安工作，现任九龙坡区公安分局经侦支
队商贸、税政侦查组探长。从去年8月
市公安局推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30条
措施以来，九龙坡公安分局加大对民营
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陈舒先后参与破
获各类涉民营案件20余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50余人，为民营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5000余万元。

便衣侦查沉着应对嫌犯

“为维护企业利益，为了破案，遇到
危险也是值得的。”陈舒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虽然不像刑侦民警要面对穷凶极恶
的嫌犯，但是像他这样的经侦民警，也没
少和嫌犯打交道。

去年8月，九龙坡公安接到群众报
警称：有人在兰美路某木材厂内出售假
冒汽车配件。陈舒带着民警到现场一
看，发现本次涉案的售假窝点被犯罪嫌
疑人设置在兰美路一个不起眼的货物仓
库里。

为取得切实证据，陈舒伪装成购买
汽车配件的经销商，进入该处售假窝点
探查。刚开始，老板对陌生的访客保持高
度警惕，说的全是面上的客套话。陈舒沉
着冷静，谈笑自若，将老板的试探一一化
解，最终打消了老板的疑虑，将售假的部分
内幕信息透露出来。民警们由此掌握了
该制售假冒汽配团伙的第一手犯罪证据，
最终打掉该犯罪团伙，维护了企业利益。

“白领警察”经常变“黄领”

与经侦民警打交道的有不少公司老
板和白领，因此，经济犯罪也被称为“白

领犯罪”。而经侦民警，也被戏称为“白
领警察”。可是陈舒真实的工作状态却
是各种艰辛：“无论是烈日下的‘热汗’，
还是身处险境时的‘冷汗’，身陷僵局时
的‘急汗’，都足以将我的白领迅速变成

‘黄领’”，陈舒开玩笑说。
今年3月，陈舒受支队委派，到河南

巩义查访一起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案
件。陈舒和同事刚赶到嫌疑人牛某的生
产车间，就被牛某雇佣的人团团围住，一
群人高举着钢管铁锹，声称民警只要敢
带走牛某，就要给民警“好看”，气焰十分
嚣张。眼看嫌疑人牛某有趁乱开溜的
打算，陈舒沉着冷静毫不惧怕，跳到一台
机床上指着几个带头闹事的人大声责
问，讲明利害关系。最终，在当地警方配
合下，陈舒将牛某成功带离现场。

法律素养堪比专业律师

“经侦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警
种。”陈舒说，要想做一个好的经侦民警，
不仅要会查案，还要懂经济，懂政策，懂
相关法律。在成为一名经侦民警之前，
陈舒先后在派出所、刑警岗位上工作数

年。但是真正投身到实战一线，他发现，
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记得刚入职那会儿，支队安排陈舒
跟着老民警参与一些常见经济案件的调
查取证，方便熟悉业务。只跟了一天，陈
舒的心就凉了一大截：老民警说的话、引
用的法条，对陈舒而言就像在听天书。
陈舒暗下决心，一方面跟着老民警认真
学习破案技巧，一方面努力扩充自己的
法律知识储备。自那以后，他吃饭、休假
时都会把法律书籍带在手边。

老经侦民警都知道，办理经济案子，
不懂会计学，看不懂账本，注定摸不着边
际。为此，陈舒在扩容法律知识的同时，
还利用闲暇时间，自修会计课程，并且经
过努力成功考取了初级会计证。

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善于归纳总结的
天分，使陈舒用最短的时间适应了工作
岗位，从一名新人变成了领导看重、单位
倚赖、同事信任的业务骨干。

“经侦民警既是市场经济秩序的捍
卫者，也是市场主体的服务者。经济形
势一日千里，对我们的素质要求也是日
新月异。我们一点不敢懈怠。”陈舒说。

经侦民警陈舒为办案苦练十八般“武艺”
帮民企挽回经济损失 5000 余万元

本报记者 周松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猫》自8月17日在
重庆上演以来，持续引爆观剧热潮。观众陶
醉于舞台上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时，《猫》的真
实舞台是什么样子？8月21日，重庆日报记
者经演出方同意，悄悄溜进了“猫窝”，近距离
一探究竟。

与演出时的景象大不同！进入演出大
厅，首先映入眼帘的舞台像一个巨大的“垃圾
场”，这里便是剧中杰里科猫族举办舞会的地
方。“垃圾场”由轮胎、旧家具、易拉罐等各种
废弃品布置而成，据说整个舞台布景都是从
伦敦空运而来。为了让观众能获得更好的视
觉体验，《猫》的舞台面设计成倾斜的，虽然代
入感增强了，却大大增加了“喵星人”的表演
难度。由于“猫”所特有的行为习性，演员有
大量的爬行动作，再加上表演中复杂的舞蹈
动作，要在倾斜的舞台上完美地呈现给观众，
其辛苦不言而喻。

在后台，演职人员展示了“喵星人”快速
换装过程。据介绍，每场演出开始前，演员们
需要花费约一个半小时进行化妆。当需要一
位演员同时扮演两只甚至多只猫时，换装的
速度会更快。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在
渝演出，每场共有22位演员演绎26只性格各
异的“猫”。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避免意外，每
只“猫”的角色都有3个人熟悉它的演法，以备
临时替换。

《猫》舞台总监乔丹·戈夫表示，此次演出
地重庆国际马戏城是他们在中国巡演中遇到
的最棒的舞台，“舞台设计的初衷就是要增加
观众的参与和互动，而重庆国际马戏城的圆
形舞台，让观众可以180度欣赏到演出，这是
最棒的。”

重庆日报记者走访部分观众了解到，越
来越多的市民愿意走进剧场，与舞台演员亲
密接触。市民普遍认为，剧场演出与通常在银
幕（荧屏）上观看制作好的剧的体验感不一
样。同样的剧情，剧场里，演员与观众是真人
互动，观众的情绪会直接影响演员的现场表
演，“有些临时发挥的演出效果出人意料！”一
位爱《猫》观众道出了到剧场看演出的心得。

据悉，22日和23日，《猫》还将在重庆国
际马戏城演出最后两场。

22位演员扮26只猫，舞台伸向观众席，演员与观众真情互动——

音乐剧《猫》在渝受追捧
见习记者 宗华月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

21日，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直属支
队称，8月20日至26日，我市在主
城区针对巡游出租汽车，将开展为
期一周的专项整治行动。对违法违
规的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将面临
最高2000元罚款、停运10天的处
罚；情节严重的，驾驶员将面临停运
30天、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和车
辆道路运输证等处罚。

此次主要针对以下区域的巡游
出租汽车进行专项整治：重庆国博
中心、江北机场、重庆北站、重庆西
站、解放碑、菜园坝、洪崖洞、朝天门
码头、观音桥、磁器口、渣滓洞、白公
馆等重点交通枢纽窗口、商圈和旅
游景点。

专项整治将重点查处拒载、绕
道、中途甩客、不按规定使用计价
器、多收费、预设目的地从事定线运
输、强打组合、未依次排队候客等违
法违规行为。

执法人员提醒出租车驾驶员，
江北机场、重庆北站、菜园坝火车站
等区域，均安装有高清摄像纠违系
统，请自觉按照有关规定依序排队
候客，维护正常的运营秩序。

执法人员也提醒市民，乘坐
巡游出租汽车时，记得索要当次乘
车机打发票，以便后期维权或找寻
失物。如果遇到违法违规行为，
可通过拍照、录音等方式保存证
据，并拨打24小时交通服务热线
023-96096进行投诉维权。

重庆开展主城巡游出租汽车专项整治行动
违法违规者将面临停运、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等处罚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你抽烟吗？你对现在的医疗卫生
服务满意度怎样？8月20日，由市
卫计委主办、市卫生信息中心承办
的重庆市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工
作动员暨培训会在我市举行，我市
将在9月启动第六次国家卫生服
务调查，调查对象涉及近3万名城
乡居民。

据了解，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自
1993年开始每5年开展一次，是了
解城乡居民健康、医疗卫生服务需

要和需求变化规律的重要信息来
源。

此次调查将以家庭健康询问调
查的方式，入户调查城乡居民7620
户、近3万人，覆盖全市40个区县
（含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

调查内容包括城乡居民卫生服
务需求与利用、城乡居民医疗保障
等5大方面，共201项指标，以便深
入了解城乡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利
用的满意度，以及医务人员的工作
状况与感受等。

医疗服务好不好？请你来打分

重庆启动第六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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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猫》演出剧照。

◀舞台总监乔丹·戈夫
（右二）讲解舞台布置。

（重庆演出公司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实习
生 张巧）8月21日晚，黔江第十二届

“圆我读书梦”活动感恩募捐晚会在该区
武陵文化广场举行，来自当地各区级部
门、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爱心人

士纷纷慷慨解囊，活动共募集助学资金
310余万元，可帮助1000多名贫困学生
继续就读。

黔江区“圆我读书梦”自2007年正
式启动，并持续接力至今。12年来，该

区将圆梦助学活动倾力打造成为当地知
名的公益爱心品牌，形成了扶贫助学的
长效机制。据统计，前十一届活动共筹
集资金2690多万元，资助（奖励）了我市
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6
区县和湖北省相关地区贫困大中小学生
7129人。

截至21日晚，黔江第12届“圆我读
书梦”活动共募集社会资金共计310余
万元，资助总人数预计将超过1000人。

黔江举行第12届“圆我读书梦”活动
共募集310余万元 可帮助1000多名学子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8月
22日，为助力江津区创建国家卫生
区，该区启动新零售品牌小店评选
活动。

活动单位负责人说，流通行业
特别是零售行业中的超市、商店、餐
饮店这些对外窗口和公共场所，其
单位数量大、分布广、变化快、管理
难，尤其是碎片化的中小型个体店，
脏、乱、差时有发生，是创建国家卫
生区的重点和难点。

为此，江津区相关部门联合举
办“创建国家卫生区江津新零售品

牌小店”的评选活动。
在评选活动中，将对全区零售

小店进行创卫宣传，把《创建国家
卫生区知识简化读本》以及“创建
国家卫生区打造健康江津城‘低盐
少油吃出健康’”温馨提示牌、海
报、单张等派送至各家小店，面对
面进行创卫的讲解和宣导。旨在
通过此次评选活动，让零售行业中
的超市、商店、餐饮店积极参与到
创建国家卫生区的行动中来，以全
新的精神风貌重塑零售小店业态
的新气象。

为创建国家卫生区

江津区启动新零售品牌小店评选活动

近日，在江北嘴CBD重庆国金
中心（简称“重庆IFS”），一只巨大的
熊猫与山茶花雕塑引起了市民的广
泛关注。整棵山茶花树作品高6.5
米，重约16吨,置于重庆IFS三楼户
外花园东北侧绿地；大熊猫身长约
12米，慵懒地“趴”在重庆IFS商场
楼顶，手拿一朵山茶花，造型自然可
爱，显露幸福之态。该艺术装置是
重庆IFS邀请意大利国宝级艺术家、
建筑师、MOTOElastico Studio
创始人西莫内·卡雷纳（Simone
Carena），和华裔艺术家许亦宏
（Yihong Hsu）共同创作的全新
城市艺术装置“LOVE.FOUND。”，
该装置亦是西莫内·卡雷纳在中国
落成的首件作品。

8月11日，“LOVE.FOUND.”国
际艺术装置的揭幕盛典在重庆IFS
举行，江北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九龙
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营运）
侯迅、两位艺术家西莫内·卡雷纳和
许亦宏，以及明星罗志祥共同为装
置揭幕。据介绍，山茶花和大熊猫
共同构成该装置，两者相互呼应、相
互交流。整体艺术装置由钢铁及玻
璃纤维制作而成，整个创作过程历
时300余天。装置表面可像镜子一
样映射周围空间的轮廓和外界的缤
纷变化，让城市环境融入作品中。
此外，一旁的山茶花树花团锦簇，娇
俏明艳，优雅挺拔的钢制树杆和树
枝点缀了100朵大小各异由玻璃纤
维材料制成的红色山茶花。

谈及创作灵感，西莫内·卡雷
纳表示：“‘LOVE.FOUND.’以中国
国宝大熊猫与重庆市花山茶花为
主要创作元素。大熊猫代表中国，
也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友谊象征、
文化符号；山茶花则代表着重庆，
热情奔放、活力四射，是重庆山美
水美人美的象征。大熊猫手拿山
茶花与大众分享，寓意中国的友谊
大使向世界展现重庆之美，展现重
庆的生机与活力。”西莫内·卡雷纳
认为，大型商业综合体与艺术的跨
界合作已成为一种趋势。作为一
名意大利人，他认为不管是哪里的
手工艺大师，无论是中国的或是世
界的，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双手去创
造高品质的艺术。其次，艺术是通

过传达一种文化来实现自己的价
值。就像本次发布的艺术装置

“LOVE.FOUND.”，它所表达的一
个价值就是爱。艺术能为消费者
带来的惊喜，是通过它可以为观众
带来的启发引起消费者的喜欢。
很多消费者，他们会去欣赏艺术作
品，同时也会去欣赏重庆 IFS琳琅
满目的高品质商品，两者都可以为
他们带来快乐与惊喜，所以说艺术
与商业是有共同语言的。

“重庆是西部唯一、国内最年轻的
直辖市，这里不仅有极具发展潜力的
经济，还有非常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
和城市性格。此次发布的‘LOVE.
FOUND.’是我们给重庆的一份独一
无二的礼物，这个艺术装置非常生机
勃勃而且显露出幸福的感觉，鼓励每
个人都积极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并
与他人分享对生活的热爱，我们希望
重庆市民会喜欢它。”九龙仓中国置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营运）侯迅表示，九
龙仓自打造IFS系列以来，秉承艺术
文化的传统，坚持“以商业结合艺术，
以文化融入城市生活”的理念，每个
IFS都坚持独立原创，打造融入当地
城市个性的、独一无二的公共艺术作
品，普及人文精神，提高公众的艺术审
美修养。侯迅称，重庆IFS自开业伊

始，就引入了超过35个独家及首次入
渝的品牌，包括：Dior、Dior Hom-
me、FENDI、Valentino、Alexan-
der McQueen、Saint Laurent、
Delvaux、Christian Louboutin、
Tory Burch等。更值得一提的是，
Louis Vuitton、FENDI、Valenti-
no、Alexander McQueen、DI-
OR、Dolce & Gabbana、Gior-
gio Armani、Saint Laurent 等
20多个国际名品在重庆首推男装系
列，将会给重庆的时尚男士带来极大
惊喜。

自开业以来，重庆 IFS持续给
山城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化交流活
动、艺术互动活动，通过各种国际
文化艺术活动积极促进重庆与世
界 的 对 话 。 如 从 今 年 4 月 的

“Hey! Let’s POP一启飞”系列
活动，其中 Love POP 邀请了来
自法国的艺术家 Cali 与 520 位公
众共同涂鸦手作巨幅艺术品“爱情
地画”；Dress POP邀请了亚洲首
位口红雕刻艺术家May Sum打
造了造美实验室，带来精致的唇膏
雕刻西南首展。市民在收获物质
满足的同时，也在这里获得精神的
愉悦。

汪正炜 图片由重庆IFS提供

“LOVE.FOUND.”国际艺术装置
亮相江北嘴重庆国金中心

重庆IFS城市原创艺术装置“LOVE.FO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