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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

本报讯 （记者 陈波）4月7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清明节工作办公室
获悉，清明节小长假最后一天，我市有
89万人出行祭扫。小长假3天，全市
殡葬服务单位共接待祭扫群众约332.3
万人次。

据市清明节工作办公室统计数字
显示，昨天主城区殡葬服务单位接待祭
扫群众人数44.5万余人，疏导机动车
辆约11.1万台次；全市殡葬服务单位
共接待祭扫群众约89万人。

据统计，从4月5日至7日，全市殡
葬服务单位共接待祭扫群众约332.3
万人次，其中，主城殡葬服务单位接待
祭扫群众166.2万人次，疏导机动车辆
38.9万台次。

今年我市选择网络祭祀、鲜花祭

祀、种植纪念树、填写心愿卡、系挂
黄丝带等文明环保的祭扫方式来祭
奠亲人、寄托哀思的市民明显增多，
焚烧纸钱和低俗祭品的市民较往年
大幅减少，主城全部公墓实现鞭炮零
燃放。群众选择树葬、花坛葬、草坪
葬、壁葬等节地生态安葬的比例有所
提升。

清明节期间，我市各地还开展祭
奠、追思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爱国
主义精神。主城区各界人士纷纷开展
纪念红岩英烈公祭活动，丰都、梁平、荣
昌、綦江、奉节、万盛等地举行了多种形
式的祭奠、追思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的
丰功伟绩，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
思，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

清明假期 重庆332.3万人次出行祭扫
文明祭奠蔚然成风 主城全部公墓鞭炮零燃放

本报讯 （记者 韩毅）4 月 7
日，市文旅委发布数据称，清明节三
天，重庆全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
1361.71万人次，同比增长12.8%；实
现旅游总收入100.89亿元，同比增长
35.2%。手机漫游1576.41万台次，入
渝漫游 725.53 万台次，同比增长
88.5%；离渝漫游850.88万台次，同比
增长35.1%。

这组数字的后面，反映的是重庆
旅游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展示了重
庆旅游“五张牌”（三峡、山城、人文、
温泉、乡村）的卓越成效，让幸福产业
成色更足，让市民游客幸福感更高，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美妙乐章越
奏越响。

乡村游俏立群芳
巴渝田园成“富春山居图”

在重庆全力打好“乡村牌”、推进
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带动下，
巴渝田园风光、秀美乡村变成了聚宝
盆。清明节期间，踏青赏花游成为市
民放松心情、愉悦身心、寻找乡愁的一
种时尚，也成为我市假日旅游市场的
一大亮点。

数据显示，北碚缙云山、江北铁山
坪、巴南云篆山和南岸南山片区等乡
村旅游片区分别接待游客2.36万人
次、4.8万人次、8.05万人次和29.82万
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33%、11.6%、
4.3%和14%。远郊的永川区黄瓜山片
区接待游客10.79万人次，同比增长
26.05%；垫江县牡丹樱花世界接待游
客9.2万人次，同比增长19.02%；南川
区生态大观园等纳入监测的乡村旅游
点接待游客 1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85%。

融合农、旅、文三要素的乡村旅游
正在全市遍地开花，产业间的良性互
动在加速形成。乡村旅游的人气更加
火爆，气氛更加热烈，效益更加实在，
呈现一举多赢的局面。

都市游热闹非凡
“山城牌”打出亮丽旅游品牌

山环水绕、江峡相拥，山水城灯交
相辉映，跨江大桥长虹卧波，轻轨列车
穿越山水，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重
庆被誉为“站立着的城市”，瑰丽的立
体景观在全世界大城市中鲜有出其右
者。一张“山城牌”，吸引八方游客在
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数据显示，重庆主城区各大商圈、
景区受到大量游客青睐，都市旅游人
山人海、异常火爆。其中，观音桥商圈
都市旅游区3天共接待游客38.7万人
次，同比增长108.06%；洪崖洞接待游
客27.8万人次，同比增长379.31%；长
江索道接待游客5.68万人次，同比增
长26.41%。

文旅融合释活力
“人文牌”打出发展加速度

山水是重庆的“颜值”，人文是重

庆的“气质”。清明假期，在各大景区
的成绩单中，一批具备可亲近性、可触
摸性、可体验性的文旅融合产品亮点
纷呈。

具有浓郁巴渝文化特色的磁器
口古镇，在假期推出“我们的节日·清
明”之“文化磁器口，清明诗瓷茶”主
题文化活动，3天接待游客20.58万人
次，同比增长16.53%；重庆自然博物
馆举办了“爱鸟周”观鸟活动及“熊猫
特展”，共吸引游客1.82万人次，同比
增长14%；丰都名山景区举办清明祭
祖、庙会等一系列节日活动，共接待
游客近13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2.6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10% 、
878.29%。

此外，重庆的红色旅游表现不俗，
多个景点景区开展了清明祭英烈等多
种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往红色旅游
景区祭奠和旅游，纳入市文旅委统计
的 16 个红色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
26.23万人次。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刘伯承元帅纪念馆、杨闇公故居、万州
革命烈士陵园、赵世炎烈士纪念馆等5
家红色革命文物景区成为游客参观祭
奠的热点，占游客总人次的93.2%。

温泉旅游发展全面提速，缙云山
—北温泉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逾13
万人次，悦榕庄、柏联、心景、缙云小住
等特色温泉酒店及民宿平均客房入住
率达到90%；巴南东温泉风景区接待
游客3万人次，同比增长3%，南温泉
风景区接待游客4.8万人次，同比增长
7.36%。

精品景区收入实现稳步增长，纳
入市文旅委统计直报点的12个“百万
游客俱乐部”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67.68万人次，同比增长10.52%，实现
门票收入 2368.15 万元，同比增长
13.78%。

伴随着文旅融合碰撞的“火花”，
重庆旅游“五张牌”纵深推进，有故事
可说、有美景可看、有项目可玩的渝州
之旅，正在聚合磅礴新动能。

旅游“五张牌”打得风生水起

清明假期三天 重庆旅游收入超百亿元
3天接待游客1361.7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0.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8%、35.2%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你好，
请问《红岩》还有吗？”4月7日下午，市
民王柳在重庆图书馆询问工作人员。

“不好意思，这本书已经借完了。”重庆
日报记者了解到，清明小长假期间，以

《红岩》《红星照耀中国》为代表的革命
题材书籍受到市民追捧。

“清明节那天，我带孩子去参观了
渣滓洞白公馆，让他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今天本来想来借一本《红岩》回去，

好让他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可惜都
借出去了，只好改天再来。”王柳有些
遗憾地对记者说。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以《红
岩》为代表的革命题材书籍在各门店

销售都较火。”重庆新华书店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仅在重庆书城，《红岩》的
销量就比平时增长了约3倍，在它的
带动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
题材图书的销量也有显著的上升。

“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每个人心
中都有英雄情结。”重庆图书馆馆长任
竞说，市民通过阅读革命题材的图书，
既能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也
能从这些英雄事迹中受到鼓舞。

《红岩》销量比平时增长约3倍

清明图书市场 革命题材书籍受追捧

据新华社郑州 4 月 7 日电 （记
者 李鹏）古城西安南郊，陕西省最大
的烈士陵园——西安烈士陵园内，每年
都有数以万计的群众来此缅怀为民族
复兴大业而慷慨赴死的革命先烈。为
了和平民主而被枪杀的“大律师”王任
便安息于此。

王任，原名王锡立，1901年生，河
南省桐柏县平氏镇人。1929年秋，王
任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因痛感旧
社会的黑暗和不平，愤然取“天降大任
于斯人”和“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之意，
更名王任，字同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任积极
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3年秋大学毕
业，王任回到桐柏等地教书，经常帮助
穷人打官司；1934年到西安，任陕西省
第一农业职业学校教员，并兼办律师事
务，不久辞教做专职律师。他性情耿
直，不畏权贵，加之精通法律，所受讼事
常常胜诉，时称“王任大律师”。

抗战胜利前后，王任在西安结识了
后来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西北
总支部负责人的杜斌丞。在杜斌丞的
影响下，王任认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
腐朽和反动本质，坚定地把挽救中国的
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上。

1945年，王任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同年10月，发起组织法制学会。1946
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
在重庆召开时，王任联合20多名律师，
利用蒋介石提出的“行宪”口号，发起组
织“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团结法律界
人士，为实现和平民主斗争。

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事
件”发生，国民党当局在各地掀起新的
反民主、反共逆流，遭到中共与民盟的
强烈反对。行销3万余份的民盟西北
总支部机关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

合版》（简称《秦风报》）因发表揭露国民
党内战阴谋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当局在
信中装子弹、殴打报童、在邮局检扣报
纸等恐吓。

面对暴行，王任挺身而出，在《秦风
报》上发表谴责特务威胁人身安全、残
害人民自由的文章。3月1日，大批特
务冲入《秦风报》营业部，捣毁办公用
具，砸碎报社招牌，王任慨然出任《秦风
报》法律顾问，就报社营业部被毁事件
向法庭提出公诉，义正词严地控告反动
派摧残舆论、打击民主、侵犯人权的罪
行；同时，他在《秦风报》头版发表致报
社长篇慰问信，痛斥“万恶的特务竟敢
于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捣毁报馆，行凶伤
人，钳制言论，压制民主”，引起社会各
界强烈反响。

国民党当局阴谋拿王任开刀，以进
一步镇压西安的和平民主运动。1946
年4月9日，国民党特务以检查毒品为
名，非法查抄王任的家。特务们带去大
烟土，栽赃陷害，诬其吸食和贩卖毒品，
将其逮捕入狱，并查封了他的律师事务
所。

王任在狱中坚贞不屈，据理力争。
同时，社会各界要求释放他的呼声日益
高涨。国民党当局决定对王任速予处
决。4月23日，王任被西安市警备司令
部以“烟犯”罪名，枪杀于西安玉祥门
外，时年45岁。

王任：为和平民主牺牲的民盟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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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对接国际，潮酷文化为千年
酒镇赋能时尚。4 月 4 日至 7 日，第
二届JOY IN BOTTLE国际涂鸦赛
事在重庆江津区白沙镇江记酒庄举
行。本次赛事邀请了 6 位国际知名
涂鸦艺术家出任裁判，ABS CREW、
BLOODBRO担任赛事顾问方，设置
累计金额20万元的奖项，挑选了20
支优秀的国际涂鸦团队参赛。

选手们在江记酒庄内，围绕“巴
适”“对酒当歌”等多个主题，创作了
各种富有视觉冲击力的优秀涂鸦作
品。现场引来不少古镇居民围观，甚
至是网络直播。最终，艺术组冠军被

中国选手Jungle夺得，写手组冠军被
OFS crew团队拿下。

在精彩纷呈的赛事之外，赛事的
另一大亮点则在于比赛地点：江小白
的酿造基地——白沙镇江记酒庄。白
沙镇素有“天府名镇”“川东文化重镇”
之美誉，历史上曾是与泸州齐名的酒
乡。鼎盛时期的白沙，酿酒槽坊超过
300家，镇中所产高粱酒行销全国。

此次JOY IN BOTTLE国际涂
鸦赛事，也正是江小白立足青年人群，
让传统酒文化与当代青年文化交
融，让乡土对接国际的又一个经典
赛事。

国际涂鸦赛事在渝举行

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涂鸦创作。 特约摄影 龙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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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4月7日，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应英国泰特现代美
术馆与温切斯特艺术学院邀请，中国著
名服装设计师、西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教授梁明玉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马赛
马拉》于当地时间5至7日亮相泰特现
代美术馆“物体互动与生态环境保护主
题展”。这是该作品继去年10月在北京
首次亮相后，首次赴国外参展。

坐落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泰
特现代美术馆，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现
当代艺术博物馆之一。2018年，本次展
览策展人SUNlL教授曾两次访问梁明
玉工作室，邀请其作品《马赛马拉》参展。

《马赛马拉》曾于去年10月在北京
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时尚生活博览会《中
国4×30——南张北王东吴西梁》艺术
大展上，首次惊艳亮相，本报也在第一
时间对梁明玉进行了专访。这件装置
作品有3米高、5米长，用回收的牛仔裤
创作而成，并以大象的形态呈现在观众
面前，呼吁人们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
生动物。

“在我的意识里，人类应该和自然和
谐共处。2015年我在非洲担任‘野生动

物保护大使’，在野外与大象等动物近距
离相处，了解了它们的习性，更了解到它
们面临的生存危机。”梁明玉说，从那时
起，她就一直想用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
对生态和动物保护的关注。

“我在网络上向朋友们征集牛仔裤，
没想到大家非常踊跃，我很快收到了
200多条牛仔裤，用于缝制一头大象和
一头小象。”梁明玉介绍，大象肚子中还
有一个大象宝宝，象征生命的希望。

用回收的牛仔裤创作艺术作品并非
易事。做好三维雕塑钢架后，要把牛仔
裤按照色彩、水洗效果、材质厚薄等进行
分类，然后根据大象的身体结构和牛仔
裤的纺织品纹理，用立裁的方式去塑
造。在6个月的时间里，梁明玉每天都
要花费十几个小时在高架上进行创作。
梁明玉认为，只有手工劳动，才能领悟到
生命的意义。

“泰特现代美术馆是全世界艺术家
梦想的殿堂。”著名艺术批评家牟群表
示，在该馆展出自己作品的中国艺术家
并不多，这次梁明玉的作品能够入选，说
明重庆艺术家的国际视野和创作水平得
到了世界当代艺术界的关注。

梁明玉装置艺术作品亮相英国
用艺术呼吁人们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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