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 月 28
日，重庆市乡村文化乐园建设现场会在
大足区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重庆将争取在5年之内命名、支持、推
动100个乡村文化乐园升级发展。

据了解，市文化委于2017年12月命
名30家单位为重庆市乡村文化乐园，为
行业树立了标杆。这30家乡村文化乐
园，平均年接待人数超过25万人次。

据介绍，但从全局来看，当前的乡村
转型性农家乐，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

该负责人表示，对乡村文化的挖掘、保
护、传承不够，对乡村文化遗产、乡土艺
术、传统工艺、民风民俗等缺乏深度解读
与精致开发，创新性利用和创造性转化
不足是主要症结。

针对以上问题，重庆将从加强分类
指导、突出文化特色、强化资源整合等3
个方面推动乡村文化乐园提质升级，争
取在5年之内命名、支持、推动100个乡
村文化乐园升级发展。以期实现把乡村
文化乐园打造成为优良范本。

重庆5年内推动100个乡村文化乐园升级

赵月枝，浙江缙云县人，国际知名传
播学者，现任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加拿大
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特聘教授，浙江省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
执行院长。

乡村振兴战略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乡土产业如何助低收入农户增收？9月
28日，赵月枝来到重庆进行学术交流，分
别在西南大学、重庆大学举行讲座，以自
己的家乡浙江缙云为例，剖析乡村振兴中
的文化启示。从中，我们也能得到诸多启
示。

以下为她的讲座摘录：

乡土文化能提供新的“希望之源”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振兴乡
村，缩小城乡差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标志着，乡村振兴
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的春天大踏步走
来。

中华民族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持续的
农耕文明。中国社会的根基是乡土社会，
内生于中华文明的城乡互哺社会结构和
基于乡土社会的农耕文明，是这个国家的

“压舱石”。
更重要的是，在强调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的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到，注重生态
友好、可持续发展与社群协作的乡土文
化——包括围绕农耕文明形成的物质文
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能为
我们提供新的“希望之源”。

乡村春晚为何能爆发式发展？

缙云县是浙江省丽水市的一个山区

小县。作为缙云女儿，我有幸回到家乡从
文化与传播角度做乡村振兴研究。

这 不 是 回 到 过 去 ，而 是 走 向 未
来——一个可以“让‘乡愁’切实落地，让
传统文化延续下去、把绿水青山保护下
来”的未来。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乡村春晚是
近年缙云农村出现的新文化现象。缙云
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比如耕读文化、道家
文化、宗族文化、婺剧文化、民俗表演和丰
富的民间艺术等，这些都是乡村春晚的文
化源头。

这些原本是村民自娱自乐的文化节
目，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源和蓬勃的
生命力，并终有一天登上了大雅之堂。从
2014 年开始，丽水市文广新局就以该市
庆元县月山村农民自编、自导、自演坚持
了30多年的“月山春晚”为范本，在全市
推广乡村春晚活动。2016 年 2 月 21 日
（农历正月十四）晚，丽水市缙云县官店村
乡土戏曲春晚作为丽水市的四台标杆性
乡村春晚之一，通过文化部所属的中国网
络文化电视台，同步直播到“一带一路”沿
线二十几个国家。

同年，浙江、安徽、河南、福建等地
的一些市县文化工作者发起成立“全国
乡村春晚百县联盟”，乡村春晚形成全国
性联动之势。2017年1月12日，“2017年
全国乡村春晚百县万村联动开幕式”在
缙云仙都举行，全国有 9 个省区参与大
联动。

这一年，在乡村春晚的发源地浙江丽
水市，共有882个行政村自办春晚，800多
名农民导演、30多万名农民演员、80多万
名观众参与其中，11000多个农民自创的

节目，展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文化的
生机与活力。乡村春晚为何能爆发式发
展？这得益于缙云丰厚的乡土文化底蕴
和政府对农村文化活动的重视。

烧饼产业一年挣回15亿元

缙云烧饼是传承650年的特色小吃，
饼看起来普通，但每一道食材，乃至每一
道工序都很讲究，炉温、揉面、摘面、食材
配比……每一个细小的因素都会极大影
响最后的味道。

2013年，缙云县共有低收入农户5.4
万户、9.9万人，帮扶压力不小。许多低收
入农户缺信息、资金和技术，面对这一情
况，缙云县不得不重新审视本地特色和资
源优势，作为传统乡土小吃的烧饼就这样
进入大家的视线。

2013 年底，培育发展烧饼产业便被
缙云列为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并开启现代

化、特色化发展之路。2014年，缙云县成
立烧饼办，制定烧饼品牌建设和产业发展
规划。为降低农户创业就业的难度，缙云
烧饼办建立3个基地，编制教材、聘请名
师、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同时专门针对低
收入农户制定实施零门槛产业扶持，只要
申报就能获得100元到5000元不等的补
助。

如今通过参加县里组织的“缙云烧饼
师傅技能培训”，一些低收入农户、残疾劳
动者等，靠摆烧饼摊每月能收入好几千
元，摘掉了低收入农户的“帽子”。不仅如
此，缙云县还通过注册统一商标、设计品
牌形象、市场运营推广等，让缙云烧饼美
誉度逐年提升。截至今年 8 月，完成培
训、获得证书的缙云烧饼师傅已有 9762
人。他们在全国20多个省（区、市）以及
欧美、东南亚等12个国家和地区，开出了
450余家品牌示范店。2017年，缙云烧饼
总产值15亿元，带动了1.5万余名从业人
员，人均年收入近万元。

缙云烧饼为什么能成功？“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正是因为植根于乡土文
化，加上政府的引导和群众参与的主体
性，农民产业才会兴旺，蒸蒸日上。

（记者 李星婷整理）

乡村振兴中的文化作用
——赵月枝在西南大学介绍浙江缙云的乡村建设经验

相关新闻>>>

重庆市血液中心8月献血信息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9月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血液中心获
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
20周年，新修订的《重庆市献血条例》也
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为此，渝北区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无偿献血工作，为
保障临床用血，渝北区采取多项举措开展
了无偿献血活动。

“无偿献血是拯救生命的大爱……”
前不久，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又一次走进了
渝北某社区，志愿者们现场给居民发放了
无偿献血宣传单及新修订《重庆市献血条
例》宣传册，让市民知晓无偿献血是“改善
健康、挽救生命”的高尚行为，是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现。

同时，现场还有专家为居民普及血液
生理和献血相关知识，讲解《重庆市献血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针对献血者的人
文关怀和激励措施。

“今年夏季，我们已发放宣传资料
5000余册，在全区掀起了无偿献血活动
热潮。”渝北区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还组织献血车到各部门单位、镇
街就近的地方开展献血活动。活动现场
秉承“以献血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通过
安排志愿者为献血者服务，夏季搭建物理
降温棚，提供面包、牛奶等多措并举，为献
血者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让献血者受
到更多礼遇，提升献血者的满意度。

正因如此，渝北区在今年春节前和夏
季的无偿献血活动中，共有4088人无偿
献血，累计献血1074140毫升。

相关链接>>>

据市血液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8月，不少社会团体组织人员进行了集

体无偿献血，包括重庆天安数码、华夏航
空公司、渝北区中医院、九龙坡二院、金英
医院、东南医院、康华众联心血管医院、完
美公司、大地保险、红楼医院、永川区胜利

路街道办事处、永川区胜利路社街道区卫
生服务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
院、重庆市永川长康中西医结合医院、永
川区中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川
妇产医院、重庆领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办事处、永川区精神卫
生中心等，共有993 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累计献血29万多毫升。

全力保障血液供应 渝北区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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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28日晚，近400名市民体验
了夜游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乐趣，他们是“盛筵——见
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大展的第一批观众。该展览29日在
三峡博物馆正式开幕，是本年度该馆最具代表性的原创展
览。此次展览是西南地区五省区市青铜重器的首次集结，
共展出文物202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9件（套）。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广西壮族
自治区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
馆、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联合主办。“这是一次青铜文化之旅，用青铜重器印证
《史记》对西南地区的记载，让观众了解西南地区灿烂悠久
的文化。”三峡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广为人知的、收藏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国宝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在本次展览中亮相。28日晚，400
多名市民见证了这件国宝的开箱仪式。

据悉，展览将免费展出至2019年1月6日，即日起观
众可前往博物馆享受这一“盛筵”。

▶9月28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盛筵”展现场，“三
星堆戴金面罩人头像”开箱仪式。记者 卢越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宗华月）9月28日，为纪念孔子
诞辰2569周年，全新升级版的话剧《孔子》在国泰艺术中
心云卫话剧坊上演，从28日起连演三天。

据了解，由重庆市话剧院打造的话剧《孔子》自去年11
月首演以来，好评如潮。此次改版主要是在音乐形式、人
物角色、舞美设计3个方面进行了改善和提升。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月28日，由渝中区
上清寺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靶点影视、曾家岩
书院承办的《我们的黄葛树》主题影像展在曾家岩书
院开幕。该展览是2018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系
列活动之一。据悉，制作团队耗时3个月，用镜头记
录下黄葛树的坚韧和顽强，向观众呈现出一部名为
《我们的黄葛树》的纪录片和40余幅黄葛树摄影作
品。

为何要为生活中常见的黄葛树办展览？策展人
吕真表示，该团队4年来自费拍摄了400余集小型纪
录片，讲述重庆城与重庆人的故事。“当我采访人物
时，对方总是会提及黄葛树，它在阴雨天为人遮风挡
雨，酷暑时为人提供阴凉。更为重要的是，它耐贫
瘠，能在岩石缝隙中生长，像极了吃苦耐劳的重庆
人。”吕真说，记录黄葛树，其实就是在记录重庆人。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看到，摄影作品从根、茎、叶、
树干4个角度表现黄葛树的细节，作品下方还配有文
字，介绍黄葛树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等，带有一定
的科普性。

据了解，纪录片《我们的黄葛树》时长近20分钟，
片中出现了与黄桷树相伴相生的市民生活……

据悉，展览免费展出至11月，纪录片将在展厅中
循环播放，市民可前去感受黄葛树的独特美感及其
承载的人文情怀。

《我们的黄葛树》影像展开幕

“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今日开幕

79件国家一级青铜器文物集中亮相

“你可看见，茫茫深雪里，索拉科
特峰怎样矗立……”9月28日，在位
于弹子石老街的少数花园，相关单位
为第七届鲁奖得主李永毅举行一场
译诗《贺拉斯诗全集》分享会。重庆
大学教授李永毅向现场观众分享了
其翻译《贺拉斯诗全集》的历程和心
得并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据了解，在今年8月11日公布
的第七届鲁迅文学翻译奖名单中，李
永毅翻译的作品《贺拉斯诗全集》赫
然在列，这是重庆历史上第三个鲁迅
文学奖和第一个鲁奖翻译奖，该书也
是中国第一部获得鲁奖的拉丁语译
著。9月20日晚，在中国现代文学
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给予李永毅的
授奖辞中这样评价他：“李永毅沉潜
多年，译出古拉丁文《贺拉斯诗全

集》，书中70万字的逐行评注颇见功
力，体现了深湛的中文修养和古典学
水平。”

李永毅说，他长期从事翻译和教学
工作。从1998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至今已有20年了。获此大奖，是对他
多年辛勤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鞭策。

“《贺拉斯诗全集》囊括了贺拉斯
一生所有的诗集，近八千行，是以拉
汉对照的形式呈献给读者的。”他介
绍，贺拉斯的诗歌格律达20种。“翻
译不光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
语言。它讲究格律，必须要思考如何
在翻译的过程中保持其独特的魅力，
兼顾文学性和艺术性。”

谈到国内的翻译事业，李永毅认
为，我国翻译事业正在逐步得到重
视，但依然有很多优秀的国外著作没
有人进行翻译，“国内有汉语译本的
古罗马诗集屈指可数，急需更多的翻
译人才投身于翻译事业。”

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诗歌的翻
译是残酷的艺术，既要耐得住寂寞，
又要潜下心来深入其中，“我要继续
为国内的诗歌翻译做贡献！”

目前，他正在翻译《奥维德诗全
集》的第二部，翻译量是《贺拉斯诗全
集》的几倍，希望赶在下一届鲁奖前
完成全五部的翻译。

诗歌翻译是残酷的艺术
——专访第七届鲁奖得主李永毅

见习记者 宗华月

无 偿 献 血 进 行 时

区域

渝中区

江北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渝北区

巴南区

大渡口区

北碚区

永川区

潼南区

以上为各献血点常规开放时间，如有变化，可关注我中心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献血数据（人次，毫升）

988，321820

3539，1120900

728，255740

639，228800

3573，971080

152，55600

77，27500

1114，364240

997，316600

78，24700

献血点

渝中区解放碑邹容路新世纪百货

龙湖时代天街正对A馆1号门

江北区建新南路观音桥步行街

江北区北城天街香港城

江北区鱼嘴镇和韵家园社区服务站门口

九龙坡区杨家坪珠江路中国工商银行

九龙坡区西彭镇佰迪广场

南岸区南坪百盛麦当劳

渝北区胜利路空港沃尔玛超市

巴南区鱼洞新市街80号商社汇

大渡口区步行街城市奏鸣广场

北碚区中山路天奇广场

永川区渝西广场

永川区人民广场

潼南区江北广场

潼南区凉风垭广场

开放时间

每日10：00—16：00

每周末10:30-16:30

每日9：30—17：00

每日10：30—16：30

每月24日9：00—14：00

每日10：00—16：00

每月9日9：00—14：00

每日10：00—16：00

每周六9:00-16:00

每月15日及每周日10:00-16:00

每周六10:00-16:00

每周日9:00-16:00

每天10:00-17:00

每天10:00-17:00

每周六9:30-16:30

每周日9:00-16:00

据新华社昆明9月28日电 （记
者 岳冉冉）聂耳，原名聂守信，
1912 年 2 月出生于云南昆明市。
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1930年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
盟，并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革命文艺活动。

1931年4月，聂耳考入明月歌
剧社，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全
国人民抗日救亡风起云涌，此时，聂
耳结识了共产党员、戏剧家田汉。在
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思想觉悟不
断提高。1932年赴北平参加革命音
乐活动，不久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
新兴音乐研究会。1933年初，聂耳
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
聂耳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
才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成为中
国新音乐的开路先锋和反法西斯的
勇士。在此后的两年中，聂耳为歌
剧、话剧和电影谱写了《新女性》《开
路先锋》《大路歌》《前进歌》《毕业歌》
《铁蹄下的歌女》等主题歌和插曲30
多首，在全国广为传唱，对激发民众
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他
所编写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
国情侣》等乐曲，深受人们喜爱。

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
女》所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反

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
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的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
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
概。这首作品一经诞生，立即就像插
上了翅膀，在祖国大地上到处被传
唱，奏响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最强
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
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
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由于聂耳所谱写的大量歌曲反
映了人民的心声，成为鼓舞人民、教
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战斗
号角，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对他的仇
恨而要逮捕聂耳。聂耳按照党组织
的决定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
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
水身亡，年仅23岁。

中国新音乐的先驱者——聂耳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小姐超级大
赛组委会获悉，10月1日，重庆小姐
超级大赛将在铜梁安居古城升起战
旗，50位网络人气选手将通过舞台
走秀、街景拍摄等环节，为千年古镇
注入时尚元素。

目前，超级赛已集结近300名网
络报名选手和重庆小姐大赛2014年
亚军孙筱喻、2015年冠军彭诗茗、
2016年冠军成婷、2017年冠军王依
涵等，组成空前阵容，美丽大战一触
即发。

10月1日，50位网络人气选手
将在铜梁安居古城进行海选对决，综
合评分前20名进入突围赛；10月2
日—6日，在网络主播带领下，突围
选手以抖音、微视频等形式参加“重
姐带你游龙乡”直播体验秀活动，并
拍摄主题大片。

11月 11日，突围赛（20 进 10）
将在铜梁奇彩梦园举行；12月 30
日，突围赛晋级的 10 位选手和 6
位历届重姐获奖选手将前往铜
梁，举行入城仪式，并展开最终决
赛。

重庆小姐超级大赛国庆斗秀安居古城

升级版话剧《孔子》连演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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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演出剧照。 见习记者 宗华月 摄 ▲9月28日，市民
们正在观看展览。

记者 万难 摄

国家发改委：逐年淘汰有房地产化倾向的不实小镇
➡国家发展改革委28日称，在现有省级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创建名单

中，逐年淘汰住宅用地占比过高、有房地产化倾向的不实小镇，政府综合债务
率超过100%市县通过国有融资平台公司变相举债建设的风险小镇，以及特色
不鲜明、产镇不融合、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小镇。

香港发现全球首例老鼠传染人类戊型肝炎病例
➡香港大学医学院28日宣布发现全球首例老鼠传染人类的戊型肝炎个

案，首次证明戊型肝炎可经老鼠传染给人类。据香港大学医学院介绍，患者为
一名56岁男子，曾接受肝移植手术，术后一段时间被发现肝功能异常。目前，患
者接受利巴韦林治疗后情况稳定。据研究团队介绍，此案例反映出新型人畜共
患的感染性疾病对免疫力较低人士的影响，研究意义重大。 （新华社发）

国产多用途飞机FTC－2000G首飞成功
➡28日11时08分，由中国航空工业贵飞自主创新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多用途飞机FTC－2000G首架飞机在贵州安顺机场首飞成功。
FTC－2000G飞机功能定位为：攻击为主，兼具空战、教练功能，性能卓

越，功能完备，自主可控，实用性强，性价比高。飞机平台具有较强的功能扩
展能力，具有夜视夜战功能，通过加装相关任务设备或吊舱，可执行侦察、电
子战等任务，满足用户不同使用需求。

相声演员师胜杰因病在哈尔滨逝世
➡记者从哈尔滨市曲艺家协会获悉，28日21时9时43分，相声演员师胜

杰因病在哈尔滨逝世，终年66岁。师胜杰生前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
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曲艺家协会顾问，哈尔滨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