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系列报道②

“有幸生在这个祖国如此强大的
时代，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网
友“加油未来”在某音乐APP中的
《我们的新时代》留言区写道。

让这位网友感慨万千的歌曲由
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雷佳
在2018年央视春晚中演唱。它旋律
优美、歌词充满文学性。

“日出霞满天，涛声连四海。豪
情跨江河，自信越千山。”词作者朱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几句歌词
写出了新时代的蓬勃朝气。他说，除

夕是迎接春天之际，更重要的是，中
国人也在迎着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浩
荡春风前行。

“新时代的气象是壮阔和豪迈
的，同时新时代的变化又能让每一个
中国人亲身感受到，是亲切的。”曲作
者胡廷江说，歌曲从这两个方面确立
整体风格，旋律婉转高亢，伴奏豪迈雄
壮。同时，旋律风格有别于常规的美
声歌曲，呈现了一定的通俗化特征。

据悉，阎维文曾在多个场合演唱过
《我们的新时代》，受到听众热烈欢迎。

《我们的新时代》描绘出壮美新时代
本报记者 赵迎昭

11版

重庆新闻
2018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五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赵炬

CHONGQING
DAILY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1月8日，“庆祝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重庆市美术作品展”在重庆美术馆举行。本
次展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市文联
联合主办，用200余件艺术作品讲述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发
生的巨变。

展览作品有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这组雕塑不
仅矗立在长江大桥桥头，更被重庆人铭记于心。”在展厅
中看到重庆长江大桥雕塑《春夏秋冬》的复制品后，市民
赵英说。

据了解，1984年9月26日，雕塑《春夏秋冬》在重庆长
江大桥正式落成，从最初设计到完成，这组作品一共花了5
年时间。

这组雕塑曾因大胆地展示人体美引发争议。有专家
表示，《春夏秋冬》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开启了重庆城市
公共雕塑之先河，是当时全社会思想解放的产物，也是重
庆艺术领域改革创新结出的硕果。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多件重庆艺术家在全国美展上的
获奖作品。如西南大学教授彭伟创作的版画《而立之
年》、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焦兴涛创作的雕塑《逐梦》等。

《而立之年》曾获中国美术界的最高奖项——第十二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美术奖·创作奖金奖。这是直辖以
来，重庆美术在绘画领域收获的首个全国美展金奖。作者彭
伟用刻刀塑造出一个“80后”青年的形象，意在表现改革开
放的浪潮中青年人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

市美协主席、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说，在改革开
放春风下所形成的复合、多元的文化生态，为创作营造了
宽松的氛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让重庆的艺术焕发出光
彩和活力。

西南大学副教授谢光跃创作的油画《江边——
2016.7.17.19∶36》、重庆大学教师赵晓东创作的油画《我
们的菜篮子》这两幅作品都是近年创作的。据介绍，《江
边——2016.7.17.19∶36》曾入选由中国美协等主办的“大
潮起珠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并在
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是重庆唯一一幅入选的作品。“作品描
绘了菜园坝片区的夜景，表达我对山水重庆的热爱。”谢光
跃说，他来重庆求学、工作20年，他要用更多作品表现重
庆的都市魅力。

赵晓东的作品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我们的菜篮
子》中，表现了采摘、物流、购物3个生动的场景。

据悉，展览免费展出至11月18日。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为庆
祝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11月8日
下午，重庆新闻界第三届迷你马拉松
赛在重庆中央公园拉开序幕。来自
重庆市新闻媒体及中央驻渝新闻单
位的180名新闻工作者汇聚于此，感
受跑步带来的快乐。

据了解，此次迷你马拉松赛是由
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渝北区委
宣传部共同主办。作为重庆市新闻

界的一项传统赛事，此次迷你马拉松
除了设置男、女5公里迷你马拉松外，
还设置了4个游戏区，让新闻工作者
都能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为鼓励大
家取得好成绩，本次赛事对男、女两个
组别的前10名分别进行了奖励。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旅游新报
的赵浩以17分09秒获得男子组冠
军，女子组冠军则被来自重庆广电集
团的黄秀丽以22分06秒获得。

重庆新闻界
第三届迷你马拉松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2月
8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雾都宾馆举行
的重庆市备战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暨2018年冬训动员大会上获悉，重
庆除了全力备战4年后的全运会外，
还将首次组队参加2020年于内蒙古
举行的全国冬季运动会。

“选择组队参加2020年冬运会，
主要是因为目前重庆市冰雪运动已
有了一定的基础。”重庆市体育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7月在重庆举行
的单板滑雪项目跨界跨项跨季选材
测试中，重庆有82名选手通过了国
家集训队的测试，经过2个多月的集
训后，袁海森等4名选手已入选首批
上雪训练运动员名单；在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项目国家集训队名单中，重
庆籍运动员石诗琪上榜；重庆籍运动
员宋维入选中国雪车队，目前正在加
拿大卡尔加里集训……

这位负责人说，目前重庆市已确
定参加内蒙古冬运会的女子雪车、女
子自由式滑雪、男子冰球、单板滑雪
等5个项目。

据了解，重庆还对如何备战2022
年在西安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进行了安排。据介绍，为备战第十四届
全运会，市体育局将继续与各区县、高
校、市级协会及企业共建市级优秀运动
队，通过对这些运动队提供衣食住行，
医疗、康复、营养、心理等多方面保障，
解除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后顾之忧。

重庆将首次组队参加全国冬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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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重庆市美术作品展”举行

200余件艺术作品见证重庆巨变

油画《江边——2016.7.17.19∶36》 作者 谢光跃 （受访者供图）

油画《我们的菜篮子》 作者 赵晓东 （受访者供图）

11月8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重庆市美术作品展”在重庆美术馆
开展。 记者 熊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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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梁平区荫平镇乐英村
三组，黎万书一边接待上门采摘柚子的
顾客，一边告诉重庆日报记者，500株
柚子树成了他发家致富的“摇钱树”。

“脱贫又致富，全靠柚子树。”梁平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梁平区大力发展
柚产业，把柚子产业作为农民增收致
富、促进农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的特色
产业来抓，以“标准化”为着力点，促进
柚子产品提质增效；以“市场化”为突
破点，大力培育农村电商；不断以“多
元化”为结合点，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柚子熟了！这话既包含着果子熟了，
也寓意柚子的种植管理、市场销售、产
业融合都日渐成熟起来。”

目前，梁平区梁平柚生产面积达
15万亩，种植有800余万株，年产果9
万吨，年产值近5亿元。

标准化培育出“生态柚”

金黄的柚子在枝头摇曳，在一条
条蜿蜒的生产便道上，忙着采摘的果
农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11月6
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中华·梁平柚
海，一派产业兴旺的景象，尽入眼帘。

“用标准化种出‘生态柚’。”梁平区
龙滩柚子股份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文辉
说，以前村民标准化种植意识不强，疏于
管理，导致挂果时小果、次果较多，现在
通过大力开展梁平柚产业社会化服务，
对柚树进行标准化施肥、疏果、除草、修
枝等管理；同时禁止早摘，配合采用捕食
螨、沾虫板、太阳能杀虫灯等生物防治与
物理防治相结合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如
今柚子质量和产量都有了很大提升，柚
子合格率较以前提高了20%。”

梁平区农委经作站站长刘召俊介
绍，梁平区不断以“标准化”为着力点，
扩大梁平柚种植规模，通过建设标准
化示范园区，引导农民采用生态技术
种植，已在合兴、明达、袁驿、大观等镇
乡（街道）重点生产示范区全面推广柚
果套袋、生态病虫害防治、营养诊断施

肥、科学修剪等优质高效新技术。
截至目前，梁平区全区有标准化

柚园70余个，其中重点建设中华·梁
平柚海、虎城袁驿千亩蜜柚园、荫平
3000亩改造柚园等五个千亩标准化
示范园，同时制定了梁平柚优质高产
种植规程、梁平柚果分级标准等种植
规程标准，为梁平柚品牌化营销和社
会化服务提供了可执行的依据。

据介绍，大部分梁平柚通过无公
害农产品认证，部分高标准柚园还通
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及有机柚认证，梁
平柚优级果率达到66%。

电商打通销售“快速路”

“以前柚子都是卖给上门收购的
贩子，价格比较低。”袁驿镇清顺村八
组村民邹正金称，现在有了电商平台，
柚子不但不愁销路，价格也比以前涨
了不少。“电商打通销售‘快速路’。”

邹正金口中的电商平台指的是袁
驿镇今年建成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
心，该电商服务中心通过统一设计柚

子包装、提前网上预售等方式，让柚农
摆脱传统散种散卖模式，实现农民、商
家和消费者紧密结合。同时，该电商
服务中心还聘请技术指导，对有意愿
开网店的村民进行技术教学，让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像袁驿镇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这样的电商平台，在梁平区还有很多，
如天农八部、刁老爷、梁平丰源农业等
电商平台也在宣传销售梁平柚，推进
梁平柚品牌建设。

据介绍，梁平区已建成3000平方
米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入驻电商服务
企业和创客12家；建成梁平柚网销平
台、邮乐购·梁平馆、淘宝网·梁平优选
等销售平台，运用淘宝、京东等各大平
台推动梁平柚等农特产品网上销售。
去年，梁平柚线上交易额突破1亿元。

作出产业融合“新文章”

11月6日，梁平区奇爽食品有限
公司安装了全市首条柚子智能清洗分
级生产线。

这个柚子智能清洗分选生产线最
大特点是能对清洗后的梁平柚，按照
重量、大小、糖分含量的不同进行分
选，并包含了清洗、风干、重量分级、糖
度检测分选以及覆膜包装等流程，每
天产能达到70吨，这不仅节约了大量
人力，还提高了分选效率和准确度。

奇爽食品有限公司还通过深加工
梁平柚，开发了蜂蜜柚子茶、柚皮果等
美味可口的休闲食品，提高了梁平柚
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延长了
柚子产业链。

“这只是梁平区延长柚产业链，加快
产业融合的一个缩影。”梁平区相关负责
人称，今年，梁平区还启动了中华·梁平
柚海项目，打造中华梁平柚海AAAA
级景区，以“一环四区三中心多节点”布
局，植入陆游等名人文化元素，通过农旅

“联姻”，让柚园变乐园，催生一批农家
乐、带动民宿经济，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去年7月以来，梁平区按照梁平
柚“多元化”融合发展的思路，通过推
进梁平柚研发加工、举办“柚文化”旅
游节、打造中华·梁平柚海AAAA级
景区，促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
收。此外，梁平还借助发展全域旅游，
适时推出不同主题的旅游活动，年年
举办“柚花节”“采柚节”和今年即将举
办的柚子博览会等节庆活动，将进一
步扩大梁平柚在全市甚至全国的影响
力，提高梁平柚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标准种植 销售触网 产业融合

梁平柚产业壮大的三大秘诀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通讯员 陶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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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时代》曲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