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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荣昌区万灵古镇尔雅书院
的喻茂坚陈列馆，游客络绎不绝。据史书
记载，喻茂坚是明朝时期一位廉洁高官，

他修建了尔雅书院。游客们在这里，仔细
瞻仰喻氏家族传承下来的家规家训，接受
廉政文化教育的熏陶。记者 罗斌 摄

国庆假期感受廉政文化

据新华社长沙10月6日电 （记
者 阳建）湖南攸县莲塘坳镇凉江社
区，坐落着一所乡村小学。在这个曾
命名为“会文中学”的二楼，有一个烈
士纪念馆，寄托着当地人民对英烈蔡
会文的追思。

蔡会文，1908年11月出生于攸
县凉江乡山田村（今攸县莲塘坳镇山
田村）。1925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
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
主义。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同年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

1927年 2月，蔡会文被选入省
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合办的工农自
卫军干部训练队学习，马日事变后遭
通缉转往武汉，7月入武昌国民革命
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第
1营1连党代表。同年9月参加湘赣
边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1
师1团1营1连党代表，随部队上井
冈山，参加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斗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
31团机枪连党代表、教导队党代表。

1929年2月，蔡会文率部随红4
军转战赣南闽西，不久升任红4军第
3总队第1支队政委。同年12月，出
席古田会议。1930年8月任红1军
团第3军政委，与军长黄公略率部参
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

“围剿”，第3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
活捉张辉瓒，毛泽东曾赋诗赞扬。

1932年 1月，蔡会文任江西军
区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任湘赣省
军区总指挥、总政委兼红8军政委。
同时任中共湘赣省委执行委员。
1933年春，蔡会文与军长萧克指挥
红八军参加湘赣革命根据地第四
次反“围剿”作战，连战连捷。同年
6月，任红六军团17师政委。1934
年任粤赣军区司令员，10月中央红
军主力长征前，被任命为赣南省委委
员、省军区司令员，与项英、陈毅一起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936年初，蔡会文在率部转战
途中与国民党军遭遇，陷入重围，突
围时身中数弹，伤重被俘。敌人妄图
从重伤的蔡会文口中得到党和游击
队的重要情报，但遭到他的坚决拒绝
和拼死抗争。敌人残忍地割断他的
喉管，将他杀害。这位优秀的红军将
领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铁骨丹心的著名红军将领——蔡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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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通讯
员 钟伟 冉孟军 刘道春）10月6日，
长江万州段水位达到 172 米“大关”。
随着水位上升，万州城变成了一座“滨
海城市”，许多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纷
纷前往滨江路边，欣赏蓄水带来的平湖
美景。

今年三峡水库175米试验性蓄水于
9月10日正式启动。经过20多天的蓄
水，10月6日下午6时许，万州滨江路驷
马桥边的175米水位线蓄水尺显示，长江
水位已达到172米，离175米蓄水仅差3
米。

当天上午，在万州江滨路边，碧波荡
漾的长江上轻雾弥漫，远远望去，一派平
湖美景。

当地市民称，因为近段时间蓄水，万
州的夜景分外“妖娆”。每当夜幕降临，一
江碧水倒映着南北两岸五光十色的灯火，
波光粼粼，美不胜收。

到江边游玩成为了万州市民生活中
的一部分。10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滨江路看到，这里人流如织，和平广场、
万达广场外的江边人头攒动，有的人坐
在梯子上看水，有的人拿着相机拍照，有
的市民把自行车停在一边，跑到江边玩
水。

在万州滨江路移民广场附近的175
米水位线蓄水尺旁，市民刘女士邀约10
余位从四川、云南等地来的好友，一同欣
赏平湖美景。“江面宽阔，船与滨江路齐
高。”刘女士指着宽广的江面说，“我带着
朋友在万州观赏独特的‘海’景。”

今年国庆长假，万州区依托平湖美景
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区内各大景区

景点游客爆满。10月1日至6日，石桥水
乡湿地公园累计接待游客12703人次，接
待收入28.46万元；万州大瀑布景区累计
接待游客27688人次，接待收入191.94
万元；同鑫蔬菜大观园累计接待游客
1988人次，接待收入45.32万元。

万州区相关负责人称，近年来，万州
以“山水万州、流连夜色”为主题，对万州
的一江两岸夜景灯饰工程进行了提档升
级，通过“显山、露水、品城”的夜景打造，
呈现万州魅力江岸。

据悉，今年三峡国际旅游节期间，万

州区将举办“三峡明珠·璀璨平湖”旅游文
化灯光秀，依托万州特有的山水城市立体
空间优势，通过声光电与人、景实时交互
融合，衬映首届世界大河歌会，构建万州
平湖夜景多维感官体验空间，呈现出这座
滨江之城的独特魅力。

今年三峡水库175米试验性蓄水于9月10日启动以来，长江万州段水位昨达172米

市民与游客争看万州平湖美景

10月6日，万州区万安大桥，新装的灯饰倒映在江面，点亮城市。随着三峡水库蓄水，当天长江水位上涨至172米。
通讯员 冉孟军 摄

在10月6日晚结束的中超第25轮比赛中，重庆斯威主场0∶1不敌上海绿
地申花，遭遇近4轮比赛首败，保级形势依然难言乐观。图为重庆斯威队员在
争顶头球。 记者 万难 黄琪奥 摄影报道

重庆斯威主场不敌上海绿地申花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0月6
日，“中航科技杯”2018舒曼国际青少
年钢琴大赛（亚太选拔赛）决赛颁奖音
乐会在华润谢家湾小学举行。晚会
上，8名优秀参赛选手演奏了10首曲
目，让近800名现场观众度过了一个
美妙的钢琴之夜。

据了解，舒曼国际青少年钢琴大
赛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世界上历史最
悠久的国际钢琴大赛之一。2016年，
舒曼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亚太选拔
赛）决赛永久落户九龙坡区。本次大
赛由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德中经济文
化交流协会主办，九龙坡区委宣传部、
九龙坡区文化委等承办。

今年的比赛共有4万余名选手参
加了初赛、复赛，最终有100余名选手

进入了亚太选拔赛决赛。决赛于10
月 2 至 5 日在黄桷坪钢琴博物馆举
行，经过激烈的角逐，包括7名重庆选
手在内的共 18 名选手获得各项大
奖。其中，伊朗选手Arman和德国选
手Carmen获得特别奖，两位选手将
于明年3月参加舒曼国际青少年钢琴
大赛总决赛。

在昨天的颁奖晚会上，重庆选手
陈雨吟演奏的《莫扎特：C大调鸣奏曲
第一乐章》中拉开了晚会的帷幕，6岁
的她在本次比赛中夺得了A1组第一
名。

亚太选拔赛评委会主席帕维尔·
基利诺夫（Pavel Gililov）教授说，重
庆选手在本次大赛中发挥出了较好的
水平。

2018舒曼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亚太选拔赛在渝落幕

7名重庆选手获奖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两江奔向四海，灯火映照
山城，生机蓬勃的热土，展开一幅好风
景……”为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中
国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重庆两
江新区精心打造了首支主题推广歌曲《潮
起两江新重庆》，宣传推广重庆两江新区
发展成果及精神风貌。10月7日晚7点
半该歌曲将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
（CCTV-15）现场直播首发。

这首歌曲融合重庆传统川剧唱腔与
现代流行歌曲唱法，曲风大气磅礴，高亢
辽阔。因川剧唱腔的融入，整首歌曲愈加
美妙动人，尽显民族韵味。

“该歌曲把地方戏曲的风格与现代流
行风格有机结合起来，曲调优美，表现形
式有突破，很值得肯定和传唱。”西南大学
音乐学院教授张淑芳评价说。

这首歌曲由著名词曲家和重庆本土
艺术家共同作词。歌词中，既体现两江新

区“一半山水一半城”美丽国家级新区形
象，也以果园港、江北嘴等地标展现两江
新区成立以来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未来
继续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的坚定决心。

“改革开放40周年，两江新区作为改
革开放的代表，是国家和重庆发展成果的
集中展示，这首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艺术作
品，聚焦重庆及两江新区的新发展，配以
重庆两江艺术团的精心编排，将为大家带
来一场听觉盛宴。”重庆市舞蹈家协会副
主席、重庆两江艺术团团长董进波说。

中央电视台导演任胜表示，《潮起两
江新重庆》把山水重庆的美丽与两江新区
的发展进行了很好的呈现，特别是采用川
剧曲调与通俗唱法的融合演绎更有特色
和个性，在舞台表现上的综合多元风格让
作品更加生动精彩。

围绕此次节目，央视演播室还将在
10月7日举行《唱响新时代》国庆特辑，重
庆两江新区、福建晋江、深圳南山、吉林延
边、湖北武汉五地将选送节目展演，五地
领导带队赴京登台进行城市推介。而《潮
起两江新重庆》被精心编排为集歌曲、川
剧、舞蹈为一体、独具重庆特色的节目，由

曾获全国青歌赛一等奖的著名青年歌唱家
师鹏、重庆青年川剧表演艺术家吴熙及重
庆实力唱将、知名流行歌手罗欣、陈宏凯共
同精彩献唱，代表重庆两江新区参与推介。

行千里、致广大。山水重庆美丽之地
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借歌曲《潮起
两江新重庆》，重庆两江新区向全世界发
出邀请。

立足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未来，两
江新区将全力探索内陆开放的发展路径，
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建
设内陆开放高地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构建美丽和谐新区。

两江新区首支主题歌今晚央视首发

《潮起两江新重庆》唱响全国

（上接1版）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要克
服惯性思维，防止简单、草率的相互替代
的倾向，否则很难取得“1+1>2”的效
果。

“旅游+”释放融合活力

近年来，我国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已
超过GDP增速。2017年，全国旅游直接
投资超过1.5万亿元，同比增长16％。目
前，全国各地已组建了100多个大型文旅
集团，各类文旅基金也超过100余家，规

模上百亿的已经超过十几家。可以预测，
在不久的将来，各类社会资本将不断涌入
文旅行业，不断为产业注入发展新动力。

那么，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如何才能
产生化学反应，实现“诗与远方”的完美结
合呢？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旅游资源专委会
委员、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国土资源学院

副院长王宁表示，文化旅游项目不能是简
单的历史文化罗列，需要引人入胜的载
体，打造出具备可亲近性、可触摸性、可体
验性的产品。

要以市场为导向，全产业链发展为基
本原则。从文化角度，要切实遵循文化自
身发展规律，塑造一种文化精神，开拓更
多的旅游发展空间，点燃更多旅游亮点，

在潜在游客中形成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最
终成为旅游目的地。

从旅游的角度，要切实遵循旅游自身
发展规律，不断开发旅游特色产品，尤其
要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给消费者一种文化
符号的感受，给游客留下难忘印象。

秦定波认为，文化旅游是以社会物质
文化和精神文化为旅游对象的旅游形
式。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要实现资源融
合、技术融合、功能融合和界域融合，从封
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迈进。

文化游成国庆重庆旅游最大亮点

（上接1版）
说干就干。于是，谭嗣菊、罗先翠、罗

必爱、谭雪梅、张元珍、王宏珍6个贫困
户，被陈天碧从众多“闲人”中筛选出来。

7个“闲人”成立了一个小团队，棉鞋
厂就正式开张了。

手工棉鞋一年销售两万多双

厂子开起来了，陈天碧凭借多年在浙
江打工积累下的人脉，解决了厂子的原材
料供应问题。

其余6个“闲人”很快学会了剪布板、
剪毛绒、剪棉、缝鞋帮、敲边、鞋帮鞋底缝
合、翻鞋子、装楦头、烘干、装箱，忙得不亦
乐乎！

这些纯手工制作的棉鞋，舒适保暖、
便宜耐穿，很快打开了市场。除了在巫山

及周边区县热销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和
贵州等十多个省市，一年销售两万多双。

6个贫困户，每月收入近2000元，小
小棉鞋厂的年纯利润也近10万元。

“如果不是这鞋厂，我早就过不下去
了。”一针一针缝着鞋底，58岁的罗先翠
动作缓慢却极为细致。

2015年3月，罗先翠丈夫蒋显能突
发脑梗，虽然在陈天碧和工人的帮助下抢
回了一条命，但蒋显能这一病，让本就是
低保户的家庭雪上加霜，更欠下了3万多
元的债务。

陈天碧不仅时常安慰和开导罗先翠，
还在棉鞋厂给她安排了缝鞋底的工作。

现在，罗先翠既能就近护理丈夫，还
能制作棉鞋赚钱养家，不仅偿还了部分债
务，生活也越来越好。

让更多的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如今，最早与陈天碧一起创立棉鞋厂
的6个“闲人”早已脱贫，也先后离开了棉
鞋厂，但更多的返乡村民加入了鞋厂。

“国庆期间，一些在外打工的回到庙
宇，都跑到厂子里问还需要招工不？”陈天
碧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她正在考虑多招几
名返乡工人，“看着他们想留不能留真的很
难受。就是厂子小了，招不了那么多人。”

陈天碧希望更多在外打工的村民能

返乡创业，“既能照顾屋头，也能帮助周围
的人一起过上好日子，多好。”

其实，陈天碧帮助的不仅仅是周围的
人，至今她还与四川凉山的一群孩子保持着
联系，时常给孩子们寄去保暖舒适的棉鞋。

“最开始是2015年的时候，有个朋友
是退役军人，在凉山一个村子里支教，问
我的棉鞋能不能给孩子们捐一些。”那一
年，棉鞋厂加班加点，赶制了50双棉鞋寄
往凉山。

“后来听说，因为邮路艰难，孩子们一
个月才收到，还是村干部到山脚用两匹马
驮回学校的。”从那以后，每年，棉鞋厂都
会特制一些棉鞋寄往凉山。

这些棉鞋，温暖着孩子们的双脚，也
温暖着每一名曾在棉鞋厂工作过的村民
的心房。

带着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上接1版）
“外卖”更成为不少市民国庆节

聚餐的新选择。
“我们推出网上下单购买新鲜

食材，再提供加工、配送服务。”新世
纪超市解放碑英利店负责人介绍，
国庆期间，超市还专程推出6人、8人
等套餐，让消费者在家就能吃新鲜
大餐。

同样，在永辉超级物种，除了可
到店内现买现做餐食外，消费者还可
在网上下单购买新鲜食材，门店便会
烹饪好后送餐上门。

线上线下结合带动体验消费

电商兴起，线下实体店如何吸引
消费者？当前，将线上线下体验结
合，成为商家吸引顾客的手段。

10月1日，记者在“小米之家”
龙湖北城天街店看到，店内智能家
居、生活方式类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体验。

“只需要呼唤‘小爱同学’便能控
制窗帘、灯具、空气净化器、电视、扫
地机等一系列智能产品。”市民潘先

生体验后说，线下体验后，对产品有
了更直观的认识。

据统计，“小米之家”龙湖北城天
街店开业当日，便吸引客流5500人
次，营业额达50万元。

同样以线下体验拉动消费的还
有重庆苏宁。国庆期间，在苏宁易
购解放碑步行街云店，门店的厨电
及生活电器体验专区里，举办了各
种美食互动活动，市民们可以在这
里免费品尝特色美食；厨卫专区则
搞起了美食烘焙，现场教市民烘焙
技巧；摄影器材区，则每天都有摄影
课堂等。

“苏宁易购店内场景化的布置以
及多样的活动设置，让用户可以获得
沉浸式的互动购物体验，从而拉动消
费。”重庆苏宁相关负责人介绍。

业内人士认为，近两年，在人工
智能、大数据应用的带动下，互联网
企业和传统零售企业纷纷布局新零
售，借助智能物流，推动线上线下大
融合，打造全产业链条，升级消费体
验，并以此催生了更多零售新业态，
释放了更大消费潜力。

互联网带来国庆消费新玩法

刚果（金）油罐车起火 至少50人丧生
➡刚果（金）地方官员6日证实，西南部基桑图市附近当天上午发生油罐

车起火事件，造成至少50人丧生。 （据新华社）

快 读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月
6日晚，2018年“茶山竹海杯”中国足
协永川国际女足锦标赛继续进行。
面对北欧劲旅芬兰女足，中国女足在
先失一球的情况下，由杨莉娜和张睿
连进两球，成功逆转对手，取得本次
国际女足锦标赛的首胜。

在此前的首场比赛中，中国女足
在全场占优的情况下，被葡萄牙女足
0：0逼平。此次面对芬兰女足，中国
女将不容有失，主帅贾秀全让杨莉娜
等进入首发阵容，重庆妹子李影则在
替补席上待命。

开场之后，中国女足虽占据场
面优势，但率先进球的却是芬兰女

足。第12分钟，芬兰女足利用中国
女足的防线失误，用一脚远射敲开
了中国队的大门。落后的中国女足
并没有慌乱，而是在第24分钟由杨
莉娜将比分扳平。之后的比赛中，
中国女足虽然对芬兰女足球门展开
围攻，但却迟迟未能打开局面。第
85分钟，替补上场的李影禁区内的
一脚抽射打在芬兰防守队员手上，
为中国女足赢得了一个宝贵的点
球，张睿主罚轻松命中，帮助中国女
足取得胜利。

根据赛程安排，10月8日，中国
女足将迎战本次国际女足锦标赛的
最后一个对手泰国女足。

女足四国赛

中国女足胜芬兰获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