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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抗战遗
址、古法酿酒、市井生活……10月12
日、13日，作为2018重庆（国际）影像
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的“拾城摄影师
眼中的重庆”摄影创作活动，在江津区
白沙镇举行。来自中国首个城市纪实
摄影师联盟“拾城”的10名摄影师，在
为期两天的时间里，用镜头记录白沙
的古镇文化。白沙镇厚重的历史和浓
浓的生活气息，让摄影师们纷纷感叹：

“这里既能感受到重庆的前世，也能看

到重庆的今生！”
10月13日，10名摄影师徜徉在白

沙老街上，青瓦吊脚楼和江中船舶传来
的马达声，让他们瞬间穿越回老重庆。
自然与人文融合的聚奎中学、砖木穿斗
结构房屋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厚重
的人文气息与独特的抗战遗址，让自由
创作的摄影师们难以按时归队集合。

来自浙江《嘉兴日报》的记者朱
骏，实时将自己在白沙看到的历史遗
迹分享给同事。“小小的白沙竟有如此

深厚的历史，让人赞叹！”朱骏感叹说。
酒雾缭绕的车间里，巨大的瓮子

里，热腾腾的高粱在里面进行反复蒸
馏；一旁，酿酒师们手里的竹耙一上一
下，将泡好的高粱舀入甑子里……10
月13日，在“百年老字号”驴溪酒厂，非
物质文化遗产“江津烧酒酿造技艺”也
让摄影师们惊艳。

白沙镇的市井生活味也给摄影师们
留下深刻印象。街边的理发店、大树下
下棋的人们、菜市场、清晨渡轮上去上学
或赶集的人群……无不流露出浓浓的生
活气息。“这里特别适合摄影创作。”来自
西安的自由摄影师王警说，行走在白沙
的石板路上，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

据悉，2018重庆（国际）影像文化
节系列活动是重庆近年来一次大规模
的影像文化活动，由重庆日报、渝中区
共同举办，旨在展现重庆改革开放40
年来取得的成绩，用影像的力量向改
革致敬、向重庆表白。本次“拾城·摄
影师眼中的重庆”摄影创作结束后，主
办方将挑选出70幅作品，于11月3日
至12月3日在位于渝中区中兴路的淳
辉阁进行《拾城·白沙》的主题展览。

拍出不一样的古镇拍出不一样的古镇

本报陕西省略阳县专电 （记
者 龙丹梅）嘉陵江自陕西省宝鸡市
凤县在两河口入甘肃省境，再往西南
流至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但穿城而
过的嘉陵江却让历史上的略阳饱受水
患之苦。10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随
大型纪录片《嘉陵江》跨媒体行动文旅
考察团在略阳县采访时，发现当地近
年来依托嘉陵江发展生态旅游卓有成
效，将昔日的“水患”变成了“水利”。

略阳县委书记杨瑞良介绍，略阳
位于秦岭南麓、汉中盆地西缘，嘉陵江
上游。嘉陵江在略阳境内全长86.7公
里，由北向南流经7个镇街。

收录在略阳县嘉陵江边的江神庙
民俗博物馆中的《宋、明、清及现代水

患录》中，记录了略阳历史上曾经历过
的水患。自宋代以来，嘉陵江共发生
水灾数百次，其中50余次大水淹城，
百年一遇洪水两次，略阳皆受灭顶之
灾。其中，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
月十五日的洪水为略阳古今之最，据
当时的文献记载“山河齐发，水高十丈
余，城中人民逃之不及。”江神庙便曾
是古代船帮聚会和祭祀的会馆。

滔滔嘉陵江水曾让略阳饱受水患
之苦，但也孕育了略阳秀美、雄奇的自
然风光，繁衍和传承了氐羌民族灿烂
悠久的文化，留下了众多宝贵的文化
遗产。杨瑞良介绍，据史料记载，略阳
嘉陵故道地处“通蜀达陇、秦关蜀门”
的战略要地，是嘉陵故道水运交通连
接华中、西南、西北的重要枢纽，历来
为兵家必争之地。近年来，略阳县依
托嘉陵江发展全域旅游，打造了串联
起江神庙、紫云宫、灵岩寺、嘉陵江蜀
道遗址等诸多旅游资源，集航运展示、

遗址观光、文化研究、非遗体验、峡谷
红叶、生态徒步于一体的嘉陵江蜀道
旅游带。在这条旅游带上，位于略阳
县嘉陵江东岸，因藏有汉代至今的近
130余通碑碣而享有“陕南小碑林”美
誉的灵岩寺也是当地重要的人文历史
景观。10月13日，记者在灵岩寺景区
内看到，这里正在进行景区升级改造，
实施灵岩寺沿江游步道建设工程，以
期尽快与游客见面。在寺内的望江楼
登楼远眺，只见嘉陵江蜿蜒曲折，恰似
一条白绸在秦岭千山万壑中飞舞，山
水相依、美景怡人。

“千里嘉陵江、醉美在略阳。”杨瑞
良介绍，在打造嘉陵江蜀道旅游带的
同时，略阳县还打造了西汉水（嘉陵江
支流）油菜花海观光旅游线路以及嘉
陵大峡谷红叶观赏线路。略阳县也

“以水为媒”迎来众多游客，今年1—9
月，略阳县接待游客81.6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3.4亿元。

陕西略阳县曾饱受嘉陵江水患之苦

如今“以江为媒”迎来游客盈门

据新华社沈阳 10 月 14 日电
（记者 黄璐 王莹）从吉林省白
山市江源区北部的羊脸山脚，拾级
而上登至山腰，一座高10米、身形
伟岸的王德泰将军雕像便出现在
视野中。将军深邃的目光眺望远
方，四周山林肃穆，松涛澎湃。

王德泰，原名王铭山。1907年
出生于奉天省盖平县（今辽宁省营口
市大石桥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6年到吉林省延吉县茶条沟谋
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
加抗日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延吉县反帝同盟组织部部长。

1932年春，王德泰受党组织
派遣，到延吉县三道湾做争取山林
队“长江好”的工作。后任延吉游
击队小队长、中队长、大队参谋长
等职。1934年 3月，任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不久
任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军事部长。
1935 年 3月，改任独立师师长。

曾指挥所部取得攻打安图县城等
战斗的胜利。与中共东满特委书
记童长荣等，领导创建了东满抗日
游击根据地。因作战勇猛，冲锋在
前，被群众称为“东满一只虎”。

1935年 5月，王德泰任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1936年
3月，王德泰任东北抗联第2军军
长。同年7月，抗联第1、2军组成
抗联第一路军，王德泰任东北抗联
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

1936年11月，王德泰在抚松
小汤河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
牲，时年29岁。

威震“东满”的虎威将军——王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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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2018
中国冰壶公开赛今晚将在重庆巴南-
华熙LIVE鱼洞体育馆拉开战幕，包括
东道主中国队在内，共有男女共16支
国际顶级冰壶队参与该项为期一周的
赛事。这是重庆日报记者14日从市
体育局获得的消息。

作为国际顶级冰壶赛事之一，
2018中国冰壶公开赛由国家体育总
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冰壶协
会、重庆市体育局等单位共同主办，
共吸引了16支国际顶尖冰壶队参赛，
其中包括2018年平昌冬奥会男子冰
壶冠军美国队、2018年男子冰壶世锦
赛冠军瑞典队、2014年索契冬奥会男
子冰壶金牌得主加拿大队等劲旅，其
赛事规格、参赛队伍水平均可媲美冬
奥会。

2018中国冰壶公开赛今日在渝开赛
16支国际顶级冰壶队参赛

探秘

嘉陵江④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0
月12日，市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全市法院追究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
罪）工作推进情况。重庆日报记
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16年以
来，全市法院审理拒执犯罪刑事
案件120件174人，已判决46件
51人。

市高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苏福
介绍，法院执行是实现胜诉人权
益的重要司法活动，是保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的“最后一公里”。
追究“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
情节严重”的被告人拒执罪，既
是通过强制手段迫使被告人履
行法定义务，更是通过刑事程序
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尤其是执
行秩序。

2015年，市高法院与市检察
院、市公安局联合下发相关会议
纪要，明确了追究拒执罪案件的
程序，并联合下发了相关意见，进
一步明确了拒执刑事公诉案件的
具体责任分工。市高法院还与市
公安局、市检察院等部门建立了

常态化联络机制，定期通报追究
拒执犯罪的情况。2016年以来，
全市法院审理以公诉方式追究拒
执犯罪的刑事案件51件60人，判
处拒执罪40件43人。

今年3月，市高法院出台相
关意见和指引，较为全面、系统地
规定了拒执犯罪自诉案件的提起
条件、证据证明标准、立审执协调
配合机制等内容，细化了拒执刑
事自诉程序，使拒执刑事自诉工
作更具可操作性，提高了追究拒
执犯罪的针对性和准确性。2016
年以来，全市法院审理以自诉方
式追究拒执犯罪的刑事案件69
件114人，追究拒执罪6件8人。

2016年以来，全市法院有23
件案件因被告人主动履行义务，
自诉人撤回自诉，占同期已结拒
执罪案件总数的30.6%。

新闻发布会上，市高法院还
发布了7件案例。苏福表示，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的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前，履
行全部或部分执行义务的，可以
酌情从宽处罚。

近3年来重庆51人因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被定罪

2014年，重庆市某防火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某向夏某某借款人民币400
万元并约定利息，担保人为其防火设备公
司。因周某未能按期还本付息，夏某某向
法院起诉。

法院调解书生效后，周某仍未按时还
款，并将防火设备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
他人，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利用他人名义办
理银行卡，对该银行卡实际控制，上述银行卡
收入近百万元。

最后，法院认定周某对法院的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判处周某
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变卖股权 变更公司法人 隐匿财产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2015年，陈某驾驶电动四轮车撞伤曾
某，被曾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陈某支
付医疗费等共计6.5万元。

判决生效后，陈某与妻子协议离婚，签
订“房屋及屋内一切归妻子所有，银行贷款

由陈某归还”的财产分割协议，意图逃避赔
偿义务。二人还将房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
20万元用于农机经营等事务。自2016年
6月至案发前，陈某及前妻名下账户及借
用他人账户累计进账达57万元，还将9.2
万元转给儿媳用于买房。

最终，法院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假离婚分割财产 逃避赔偿义务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2013年，某特殊钢板有限公司因与某
银行重庆分行金融借款纠纷，被法院裁定
查封钢板公司土地、厂房以及动产质押物
约415吨。

查封后，钢板公司总经理丁某某未经
法院和银行同意，决定运走部分被查封的
钢板，其中运往外省的36吨钢板无法追
回。

法院审理认为，丁某某指使、安排他人
非法处置已被司法机关查封的财产，情节
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非法处置已被司法机关查封的财产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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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名名““拾城拾城””摄影师聚焦江津白沙摄影师聚焦江津白沙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
作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
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
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
排。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对于
更好坚持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安排，坚持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巩固和发展最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地位，不断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人民政协是政治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实
现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政治责任，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推进人民政协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
覆盖，驰而不息改进作风，坚持用严明的纪
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级党委要切实加
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将政协党的建设工
作纳入党委工作总体布局，一体谋划、一体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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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新
时代人民政协党的
建设工作的若干意
见》主要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中国冰壶公开赛比赛场馆—华熙LIVE鱼洞文体中心。 （受访者供图）

10月13日，江津区白沙镇驴溪酒厂，拾城摄影师在现场拍摄江津烧酒酿造技艺。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