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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8 日电 （记
者 胡浩 魏梦佳）为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主题宣传教育，中央宣传
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组织开展“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
的通知》，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广泛开展“改
革先锋进校园”活动。

通知要求，生动宣讲改革开放故
事，大力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充分
展示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激励引导广大
师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以改革开放先锋模范人物
为榜样，自觉站在时代潮头、听从时代
召唤，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
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决胜全
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12月28日，“改革先锋”孙永才、马
善祥、韦昌进、禹国刚、库尔班·尼亚孜、
张黎明、叶聪、许海峰、潘建伟等分别走
进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
京科技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在各高校宣讲现场，“改革先
锋”激情洋溢、声情并茂，师生们仔细聆
听、认真记录。

这是在“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中，

首批走入大学校园的改革开放先锋榜
样。三部门通知要求，充分发挥改革先
锋模范人物的示范引领作用，组织“改
革先锋”进校园上讲台，结合他们在改
革开放中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发
展、与人民齐奋进的亲身经历，讲好改
革开放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故事，引导全社会致敬先锋、见贤
思齐，汇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磅礴伟
力，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部署开展“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

马善祥等“改革先锋”走进高校激情宣讲 新华社南京 12 月 28 日电
（记者 邱冰清）在句容市烈士
陵园内，有两尊半身铜像，那戴
着副眼镜，双眼炯炯有神，永远
充满坚定不屈的青年男子，就是
当年与日寇进行不屈斗争，最后
壮烈殉国的抗战英烈巫恒通。

巫恒通，字天侠，1903年出
生于江苏省句容县白兔镇柘溪
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
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求学期
间，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毕
业后，在无锡县立第四小学（梅村
小学）任教，先后任句容县女小校
长、南通师范附小教师、句容县督
学。1936 年任泰兴县教育局
长。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
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
年3月，被国民党泰兴县政府以
擅离职守罪名逮捕入狱。

1938年夏，新四军挺进江南
敌后抗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
的苏南抗日根据地。10月，巫恒
通被保释出狱，与陈毅、管文蔚畅
谈抗战大计，并送儿子巫健松到
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
1939年3月，成立句容县民众抗
敌自卫团，主动接受新四军指
导。11月，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
团改编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
第3团，任团长。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军乘
机反复“扫荡”茅山地区，巫恒通
在江苏句容多次指挥部队击退日
军的突袭。日、伪军对他恨之入
骨，杀其兄，掳其子，毁其家。巫
恒通慷慨陈词：“坚持抗敌，有敌
无我，有我无敌！有敌人在，房屋

被毁，人被杀，这是必然遭遇。只
有把敌人驱逐出国境，才能保全
生命财产。现在什么是我所有的
呢？我只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这
是我应有的，而且是我应尽的天
职。”4月，巫恒通任第五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句容县县长。

1941年9月6日，巫恒通在
大坝上村遭到日军包围，负伤被
俘。日军百般威胁利诱，并将其
幼子巫健柏带到囚室企图软化其
意志。巫恒通对幼子说：“你要永
远记住你伯父、伯母和叔父是怎
样死的，永远记住你爸爸是怎样
至死不投降的……你爸爸就要像
文天祥、史可法那样为国牺牲了，
你要继承父辈遗志，长大后献身
革命，做一个有志气又有骨气的
中国人。”巫恒通绝食8天，壮烈
殉国，时年38岁。

印章、毛毯、方桌、长凳……
在江苏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里，陈
列着抗战时期巫恒通烈士使用过
的物件，表现出烈士艰苦朴素、坚
强乐观的人生信念。“我们家人一
直都是听党话跟党走，做老实人，
做老实事。”“巫氏一门忠烈，前赴
后继保家卫国，这种不屈不挠的
精神将代代相传。”巫恒通的孙子
巫充实这样对记者说。

投笔从戎 绝食殉国的抗日英雄巫恒通

C919国产大型客机103架机首飞成功
➡12月28日12时45分，C919国产大型客机103架机平安降落在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圆满完成第一次飞行，标志着目前共三架C919飞
机进入试飞状态。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一审宣判
➡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刘亚男虐待被看

护人案公开宣判。法院以虐待被看护人罪一审判处刘亚男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同时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
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12月28日15时，重庆和四川交
通部门正式取消已建成的10条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记者在
G93渝遂高速公路川渝省界收费
站现场看到，原来设立的18个收
费车道，已拆除了10个，剩余的
8个也将逐步拆除。车辆通行该

省界收费站时，不用减速停车交
卡和交费，而是直接通过。

在G93渝遂高速公路川渝
省界收费站重庆界，新设的两个
虚拟省界收费站，类似龙门架，架
上有摄像头，用于记录通行高速
公路车辆的行车路径，以便作为

“分省计费、分省收费”的依据。

川渝取消10个省界收费站首日

高速公路实现一路畅行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12
月 29日，参加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新年
倒计时盛典的重庆文化旅游推介团
启程赴美。此次活动中，重庆将在

“世界的十字路口”，向全球游客展示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独特魅力，
向全世界人民致以新年的祝福，并发

出旅游之邀。据悉，这是重庆旅游扩
大国际影响力的一次重要海外旅游
推广活动。

纽约时报广场的新年倒计时暨水
晶球降落庆典在每年辞旧迎新之时举
行，至今已经举办了111届，每年都会吸
引逾百万人汇集于此。

今年，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盛
典将把重庆旅游形象推广融入盛典现
场。届时，重庆文化旅游推介团将代表
中国重庆向全球游客送上新年祝福，中
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相关领导将到场致
辞，“重庆文化旅游纽约推广中心”也将
在盛会上正式挂牌成立。

庆典现场，重庆铜梁龙特色文艺节
目表演队将登台亮相，吸引更多游客到
重庆休闲旅游。

据介绍，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12
月31日下午，重庆文化旅游纽约媒体见
面会暨图片展将在美国纽约威斯汀酒
店举行，以展播重庆城市形象广告片及
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宣传推介以长江
三峡为主的自然旅游精品，以及以大足
石刻为主的人文旅游精品，同时向嘉宾
发出2019年中国智博会、西部旅游博
览会之邀。

重庆文化旅游推介团启程赴美

铜梁龙将亮相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盛典

本报讯（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胡莉雯）12月28日，《蒙娜丽莎的微笑
和文艺复兴三杰——贝利尼家族收藏》
特展新闻发布会举行。重庆日报记者
获悉，2019年4月26日至8月8日，该
展览将在重庆美术馆展出。届时，由意
大利贝利尼家族历经 600年收藏的
161件文艺复兴艺术珍品将亮相，市民
将在家门口欣赏到达·芬奇、米开朗基
罗、拉斐尔文艺复兴三杰的真迹。

据了解，本次特展由上海喜玛拉
雅美术馆、贝利尼博物馆、北京三盟国
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新华
网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等承办。

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被尊
为文艺复兴三杰。本次特展市民将欣赏
到达·芬奇的素描作品以及其追随者绘

制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圣安娜》，米开
朗基罗的雕塑《朗弗兰奇的磨刀者》《耶
稣下十字架》以及拉斐尔布面油画《圣
母与圣子》和《施洗者圣约翰布道》等杰
作将亮相。

《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本次特展的
一大亮点。本次特展将展出的《蒙娜
丽莎的微笑》是达·芬奇的佚名追随者
在16世纪临摹的作品。这幅画与达·
芬奇所作的《蒙娜丽莎》尺寸略有不
同，从《蒙娜丽莎的微笑》中仍能感受
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作里流露的
人文主义光辉。

本次展览将运用AR、VR等技术
手段，实景还原与艺术品穿插的方式，
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
场景，使观众身临其境，走进文艺复兴

的世界。
“为迎接这次特展，重庆美术馆将

启动特别安保措施，保证展品安全。”
重庆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邓建强表示。

“达·芬奇不仅是画家，还是发明
家、医学家、生物学家；米开朗基罗对
艺术有着‘苦行僧’般的精神；拉斐尔
的才华令人折服……市民可以从他们
的艺术作品中汲取养分、获得启发。”
82岁高龄的著名艺术家古月激动地
说。著名文艺批评家、策展人王林认
为，重庆市民在家门口欣赏欧洲艺术
名家杰作的机会较少，因此本次特展
对重庆来说非常难得。

▶达·芬奇的佚名追随者在16世
纪临摹的作品《蒙娜丽莎的微笑》。

（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供图）

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真迹将来渝展出
明年4月26日至8月8日，161件艺术珍品将亮相重庆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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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下午3点，渝遂高速川渝界收费站正式取消，车辆一路
畅行。 记者 罗斌 摄

国家发改委：鼓励海南发展赛马等运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8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印发《海

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推进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发展赛
马等运动项目，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

云阳普安恐龙化
石群被誉为“埋在地
下的恐龙化石长城”，
这是世界上迄今最大
的侏罗纪恐龙化石
墙，至少含有两种新
的恐龙类型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2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获悉，经过科学发掘，云阳普安恐龙
化石群形成了一面长150米的恐龙化
石墙，墙面上保留恐龙化石4000多处，
世所罕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云
阳普安恐龙化石群保护与研究2018年
度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这一消息。

云阳普安恐龙化石群发现于2015
年1月，其范围不仅限于云阳县普安乡，
而是横跨普安、龙角、新津、故陵等多个
乡镇，是一个世界级的侏罗纪恐龙化石
群。该化石群出露了完整的侏罗纪地
层序列、化石分布范围广、时代跨度大、
种类丰富等，被国内权威专家一致认为
是我国乃至世界古生物学研究领域的
一个重大发现，具有非常高的科研和开
发利用价值。

据了解，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研

讨会上公布的云阳普安恐龙化石群保护
与研究进展有6项：一是发现了14层含
恐龙化石、时代连续的岩石地层，连绵至
少15公里，被誉为“埋在地下的恐龙化
石长城”；二是经过科学发掘，形成了一
面长150米、高8米的恐龙化石墙，其表
面上保留恐龙化石4000多处，这是世界

上迄今最大的侏罗纪恐龙化石墙；三是
化石群已修理出来的标本中，至少含有
两种新的恐龙类型，未来或将发现更多
新类型，相关研究正在持续进展之中；
四是野外采样取得的侏罗系凝灰岩样
品属四川盆地首次发现，对破解西南地
区侏罗系地层绝对年龄这一迄今仍未

解决的学术难题以及分析云阳恐龙集
群死亡原因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五是科学、合理地复原、装架了蜥脚
类、鸟脚类两种恐龙模型，云阳普安恐
龙首次以直观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六是在新田沟组地层中发现了恐龙化
石，填补了恐龙演化序列年代的空白。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保
护监督工作组负责人鲁豫川介绍，该局
组建的科研团队将继续开展化石修理
工作，并选取关联度较高、保存较完整
的恐龙化石进行复原、装架。此外，还
将实时监测化石墙的保护效果。

150米长的墙面
有恐龙化石4000多处罕见！

▲正在装架的云阳普安恐龙模型。
◀工作人员在化石墙表面喷涂保护试剂。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供图）

“叔叔阿姨，这些年是你们陪伴我们成
长，让我们感受关爱。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
子里，我们想为你们唱一首歌。”12月27日，
在国网永川供电公司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职工文艺展演上，普莲小学留守儿童李亚琪
的一番话，让台下的观众湿了眼眶。

“每天盼望你，我多想拥抱你，是你们让
我放声歌唱追梦的勇气。当我们在一起，我
会变得更坚强……”舞台上，15个孩子用甜

美的歌声和纯真的笑容作为回报，感恩一直
以来给自己提供帮助的叔叔阿姨。

伴随着歌声，背景屏上播放出永川公司
志愿者与普莲小学留守儿童结缘以来的点
点滴滴：在新学期，孩子们收到了志愿者赠
送的书包和文具；海洋馆里，志愿者陪孩子
们欢度“六一”儿童节；学校教室，志愿者和
孩子们一起聊天、阅读、讲故事。一幕一幕
温情的画面，是志愿者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

珍贵回忆，那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凝聚成无
数个值得被珍藏的瞬间，印进了在场观众的
心中。

大手牵小手，追梦路上一起走。国网永
川供电公司团委连续7年与普莲小学结对
开展“大手拉小手”爱心帮扶，共有47名员
工、6个党（团）支部结对帮扶了34名贫困留
守儿童。今后，该公司将继续致力于贫困留
守儿童关爱行动，践行国网社会责任，帮助
孩子们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
时代青年。 黄凌霜

永川供电 情暖春苗 与爱同行
机构名称：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王珏 机构编码：000082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31号51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31号51层、27层9-13号
成立时期：2016年09月29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023-6388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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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李诗韵）还在为元旦假期去哪儿“打卡”
发愁吗？12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南岸区获悉，南滨路上沉睡百年的法国
水师兵营已重新对公众免费开放，南岸
区还在其中融入了新的文化元素，欲将
其打造成为南滨路上又一处文化艺术
体验地。

据了解，1891重庆海关成立，重庆
正式开埠，1902年，法国海军军官虎尔
斯特率人在原北洋水师营务处的旧址
上修建了法国水师兵营，作为法军舰士
兵和军官居住的营房、储存食物的仓

库、修理车间和物资补给站，同时作为
法国在长江上游的控制站，担负着长江
航道水上警察的任务。法国水师兵营是
重庆开埠时期留下的重要建筑，见证了
重庆近代化，乃至西部近代化的历程。

法国水师兵营总面积2338.93平方
米，整体坐东向西，是围合式建筑。本
次重新开放，老建筑的主楼、副楼以及
耳楼分别被赋予“设计阅读”“设计生
活”“设计活动”三大主题。

主楼为一家艺术与设计类图书店，
室内书架上摆满了品类丰富的外文图
书。书店工作人员介绍，书店所有图书
均来自德国顶级艺术书籍出版社
TASCHEN，该出版社在亚洲仅有两家
书店，一间在这里，而另一间在香港。

主楼内部的阶梯下方藏着一个门
洞，原本是法国士兵打地铺的地方，如
今被打造成了酒廊。现场可以看到，文
物格局并未改变，只是设计师巧妙地在

四周加了氛围灯，摆放了几张沙发和酒
柜。

法国水师兵营的耳楼和副楼主要
是办公区及展览厅。其中耳楼又被称
为陈列馆，展示着重庆开埠文化史。“接
下来，我们将展出更多重庆本地设计师
的作品。”工作人员说。

南岸区文化委负责人表示，法国水
师兵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决定了它发展文化产业的禀
赋，该区将继续挖掘其文化潜力，让这
一老建筑融入当下社会生活，使其在历
史与时代的互动中获得重生。

南滨路法国水师兵营重新开放

财政部：2019年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27日至28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

示，2019 年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
效，一大表现就是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为全社会进一步减
负。刘昆说，明年将实行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重点减轻
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对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
惠性税收减免。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落实好6项专项附
加扣除政策，减轻居民税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