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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丽）6月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演艺集团获悉，
重庆民族乐团根据本报“重走古诗
路 思君下渝州——探寻重庆古诗地
图”报道创作的大型民族音乐会《思君
不见下渝州——历代诗人咏重庆管弦
乐音乐会》，经过近一年半的创作排练，
将于6月22日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首
次公演。

2017年，重庆日报推出“重走古诗
路 思君下渝州——探寻重庆古诗地
图”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记者走遍重
庆各区县寻访古诗地图，挖掘历代巴渝
诗歌名篇，将诗意重庆的璀璨文化呈现
给广大读者，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为进一步弘扬巴渝人文精神，重庆
日报与重庆演艺集团合作，以“重走古
诗路 思君下渝州”的报道内容为主
线，创作一台弘扬巴渝优秀文化的大型
民族音乐会。

重庆民族乐团团长，该音乐会艺术
总监、首席指挥何建国介绍，《思君不见

下渝州——历代诗人咏重庆管弦乐音
乐会》邀请了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赵东
升、青年作曲家罗麦朔、张艺馨、孙晶、
梁仲祺等国内名家共同完成创作。整
台音乐会由序曲《候人兮猗》及《思君不
见下渝州》《巴山夜雨》《字水宵灯》《道
是无晴却有晴》《神女赋》《巫山离思》
《登高感怀》《我住长江头》《万家灯火》
《早发白帝城》等10首独立的作品组
成，将器乐与吟唱，古典与时尚相结合，
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对巴渝人文风情从
多个侧面进行了深入刻画。

“本场音乐会将体现作品内容、作
曲、音乐形式、表现形式等多方面的创
新。”何建国介绍，作为国内首次以巴
渝古诗词为主题创作的这台民族音乐
会，得到中央民族乐团的大力支持，将
派出主力阵容与重庆民族乐团合作。
本台音乐会在呈现形式上作了创新，
将舞台表演和乐器演奏有机结合，演
出现场，从观众走进剧场开始，每隔一
段距离就会有演员现场演奏中国传统

乐器，让观众提前融入巴渝古诗词营
造的氛围中。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在历时一年
半的创排期间，重庆民族乐团举行了近
10次座谈会，邀请音乐、文化、舞台艺
术等领域的专家对音乐会提建议，并在
去年12月30日举行了音乐会内部演
出，获得广泛好评。

重庆演艺集团总裁朱凯表示：“巴
渝诗词名篇荟萃，传唱千古，其内容和
意境非常适合用民族音乐的形式来表
达。这是传播巴渝文化的最好载体，用
音乐晒重庆文化和风景。我们有信心
把这台音乐会打造成具有浓郁巴渝文
化特色，展示重庆形象的舞台精品，并
推向全国，走出国门。”

《思君不见下渝州——历代诗人咏
重庆管弦乐音乐会》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指导，重庆日报、重庆演艺集团
主办，重庆民族乐团携手中央民族乐
团主创主演，自6月22日起，在重庆国

泰艺术中心公演两场，本报将拿出部分
门票回馈读者，敬请关注本报客户端近
期内容。

根据本报报道创作的大型民族音乐会——

《思君不见下渝州》6月22日首次公演

《思君不见下渝州——历代诗人咏
重庆管弦乐音乐会》宣传海报。

（重庆民族乐团提供）

5月20日，星期一，清晨7点半，渝
北区茨竹镇秦家村华秦小学已经热闹
起来，学生们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地赶
到了学校。

6岁的黄海涛背着一个深蓝色的
书包，一只手拎着一个塑料袋，兴冲冲
地走到了学校门口。他脚踝附近的裤
管已经被路边的荒草打湿，上面还留有
星星点点的黄泥巴印迹。

“我的家住在四川邻水县高滩镇保
家村，从家走到学校最快也要30多分
钟，所以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住读，每周
回家一次。”黄海涛扬了扬手中的塑料
袋说，袋子里装有他一周的“家当”：一
套衣服，一双袜子。

“像黄海涛一样跨省读
书的学生有10来个”

华蓥山是四川和重庆的界山，海拔
有1500余米。华秦小学位于华蓥山的
半山腰上，正好处于两地的边界，是渝
北区唯一一所农村寄宿制小学，全校
110名学生中有80人住校，他们中年
龄最小的仅6岁。

从渝北两路城区驱车，经过南北大
道，爬过一连串盘山公路，大约1个多
小时车程可抵达华秦小学。学校依山
而建，两楼一底的教学楼呈“ㄇ”形分
布，楼下的一小片空地被平整后铺上了
塑胶草坪。学校对面有一条蜿蜒流淌
的小河沟，河沟旁边成片的农田便属于
四川邻水县高滩镇保家村。

“我们站在二楼教室门口，一眼就
能看到四川了。”校长张树清说，华秦小
学地处高山，四周村民收入微薄，纷纷
外出打工，加之山路遥远，为了着力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近年来，
渝北区在学校修建了学生寝室，孩子们
纷纷住校读书。

读一年级的黄海涛是邻水县高滩
镇保家村人，爸爸妈妈都在外地打工，
家里只有爷爷奶奶。按规定，黄海涛应
该在邻水县高滩镇读书，但他家距离镇
上的小学有几十里山路，一般成年人要
走近3个小时，更别说小孩子了。按照
国家就近入学的规定，在得到渝北区教
委应允后，黄海涛的家人把他送进了华
秦小学。

“在华秦小学，像黄海涛一样跨省
读书的学生有10来个，一来解决了他
们上学难的问题，二来家里的爷爷奶奶
管不住他们，也没办法辅导他们学习，
把娃儿放在学校，他们放心。”华秦小学
的一位老师这样说道。

“老师就像妈妈一样，是
我最喜欢的人”

学生们的寝室楼就在教学楼对面，
两楼一底。黄海涛住在101室，里面住
有5个小孩。床在上铺，下面是书桌，
每人一套。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牙刷毛巾，每人床铺上的被子也叠得有
模有样。

“学校的孩子大多数是留守儿童，
他们缺少父母的关爱，也缺少很多城市
孩子的见识。例如，不少孩子刚来的时
候生活习惯不太好，有的男生的头发长
得都遮到了眼睛；有的一周在学校就穿
一套衣服，夏天一进教室一股馊味。作

为老师不仅仅要教好书，更重要的是要
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这个过程需要老师的耐心和爱心。”一
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邱德利说。

邱德利教的一年级有1个班，班上
有13个学生，12个住校。她的一番话
在孩子的口中得到印证。

“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每天晚上
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想妈妈。哭了大约
一个星期吧，就习惯了。”和黄海涛同寝
室也同班的小男生李苗苗大方地说起
了他们的故事——

“我们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也没带换洗的衣服，上了体育课回到教
室，整个教室都是臭脚丫的味道，是老
师告诉我们每周要带换洗的衣服，还给
我们买肥皂，教我们洗衣服。有的同学
尿裤子了，老师都要帮他洗呢！”

“有的同学刚来的时候，还要老师喂
饭！我的铅笔用完了，是老师给我买
的。我成绩考差了，老师就专门给我补
习，她就像妈妈一样，是我最喜欢的人。”

“现在，我们起床、穿衣、叠被子、洗
脸、刷牙，10分钟全搞定。内衣和袜子
都是我们自己洗哟！”李苗苗有些自豪
地说。

“这些娃娃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懂事
和坚强。你为他们做的一点点事情，他
们都感激于心。”邱德利说，尽管班上有
的孩子比较调皮，但是他们特别淳朴和
善良。有一次，她生病了坚持给孩子们

上课。班上的学生看出她不舒服，把自
己的衣服脱下来，垫在邱德利的椅子上
说，“邱老师，你坐下来，我们去给你倒
点热水喝，你休息一下。”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再辛苦，付出
再多都是值得的。”邱德利说。

“我的妈妈还不如婆婆懂我！”

中午12点10分，学校开饭了。
土豆烧肉、蒸蛋、炒白菜、红烧茄

子，还有一个紫菜蛋花汤。学生们按年
级排好队，打好饭，大口大口吃了起
来。食堂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

“学校保质保量地实施了营养午
餐，还有老师陪餐。”四年级语文老师熊
小容介绍，下午3点40分放学，4点到
5点是课辅时间，期间老师辅导学生完
成作业，或者学生自己阅读课外书。天
晴的时候，学生可以踢足球、打乒乓球、
跳绳等。

晚上6点半到8点10分，是住校学
生的晚自习时间。全校学生分为高低
两个年级段，由全校老师轮流排班进行
辅导。

“全校有近20名老师，他们跟学生
一样，平时都住校，周末才回家。因为
学校离城区远，每天跑实在不方便；更
重要的是，全校80名学生住校，安全责
任重大，老师们留在学校心头踏实些。”
熊小容称，自己在华秦小学工作了10

多年，家头的事管得少，有一次她无意
中发现儿子的一篇周记，上面的一句话
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儿子写到，“我的
妈妈还不如婆婆懂我！”

“为了这份工作，亏欠家人太多。
但是我不能对不起这些娃娃，因为这是
我的职责所在。”熊小容说。

“孩子健康成长得靠家校合力”

“孩子健康成长不仅要老师教导有
方，还得靠家校合力。”80后教师张隆
军已在华秦小学教书19年，华秦小学
也是他的母校。

“我在这里读书、成长，了解这里，
也喜欢这里，所以大学毕业后，我选择
留在这里教书。”张隆军说，学校育人，
家长育“根”，一些问题值得家长们深
思。

他说：“有一次，班上有个孩子生病
了，都站不起来了，我把她送到学校附
近的卫生院吃药后，给她父亲打了电
话，他父亲只是‘嗯嗯，知道了’，就再也
没有半点反应。等我把孩子送到家门
口，他父亲还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和别
人正聊天。”

“未来我们也会开展相应的活动，
诸如家长恳谈会、家长培训会等，促进
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家校形成合力，
让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健康成长。”张
树清说。

华蓥山上的跨省寄宿小学——

他们既当老师，又当爹娘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华秦小学位于华蓥山的半山腰上，正好处于川渝两地的边界，是渝北区唯一一所
农村寄宿制小学，全校110名学生中有80人住校，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6岁。

■“作为老师，我们不仅仅要教好书，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
习惯。”老师邱德利说。

■“为了这份工作，亏欠家人太多。但是我不能对不起这些娃娃，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所在。”在华秦小学工作了10余年的老师熊小容说。

▲5月21日，渝北区华秦小学，老师
正陪伴孩子们吃午餐。

◀5月21日，渝北区华秦小学，邱德
利老师利用午休时间为住读的孩子们理
发，不时还有同学前来请教作业，她都一
一耐心解答。

本组图片由记者万难摄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6月5日
是第48个世界环境日。当天上午，由
市委宣传部、市人大城环委、市生态环
境局、江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美
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重庆市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暨“山水之城 美丽之
地”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重庆科技
馆举行。

在科技馆，主办方设置了时光轴，
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及重庆环境
保护45周年大事记，并以“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
造生态环保铁军”“建设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为专题，用图片全景式展现了重
庆生态环境工作近45年来取得的显著

成绩和精彩瞬间。
原创环保歌曲演奏、“垃圾回收大作

战”有奖互动、环保公益短片播放……主
办方举办的多种形式的活动，进一步宣
传了环保小知识，提高了市民的环保意
识。此外，江北区还在该区聚贤岩广场
打造了一个不通车的公交站——北滨

“11路”环保公交站。“‘11路’就是步行
的意思，设置这个公交站是为了提倡市
民出行少开车，绿色出行，减少碳排
放。”江北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活动中，主办方还为重庆市2019
年最美基层环保人、2018年最美环保
志愿者以及 2017-2018 年度绿色学
校、生态文明商场等进行了颁奖。

“11路”不通车公交站亮相江北
倡导市民绿色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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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重庆日报
记者6月5日从九龙坡区获悉，2019

“开放的六月·川美创谷艺术游”即将于
6月10日正式开幕。活动将搭建文化
艺术展示、交流、体验、鉴赏、消费平台，
为广大市民奉献一场艺术盛宴。

据了解，本届艺术游活动分为开幕
式、艺术展览、艺术展演、艺术展销和艺
术体验五大板块共计17项子活动，活
动主会场在杨家坪步行街，分会场在川
美·创谷和黄桷坪周边多个艺术基地。

今年将展出四川美术学院1714名

本科生和259名研究生的共万余件作
品，所有展览展演均向社会免费开放。
市民还有望在艺术游期间一睹庞茂琨、
张杰、侯宝川、翁凯旋、陈安建等艺术大
家画作。开幕式上，快闪“我和我的祖
国”、毕业生作品展、百张珍藏素描、法
国艺术家《双重场域》艺术作品展均值
得一看。还有重庆本土高校专场演出
及每年火爆的毕业设计服装秀。特色
文创产品集市值得去淘宝；艺术研学
游、华岩禅茶会是今年特别的文旅结合
体验活动。

“创谷艺术游”活动6月10日开幕

川 美 学 子 万 余 件 作 品 免 费 看

本报讯 （记者 李珩）6月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主城各大医院了解到，
端午节期间，医院门诊时间有变化，前
去就诊的市民要留意。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重庆市
人民医院）三院院区：正常应诊；中山院
区：心内科、综合科、骨科、眼科上午半
天门诊；江北院区：6月7日，呼吸科、骨
科、心内科正常应诊，6月8日，内科、呼
吸科、骨科、心内科正常应诊，6月9日，
呼吸科、骨科、心内科正常应诊，其他专
科住院部正常应诊。

重医附一院：6月7日，上午有门
诊；6月8日，全天门诊；6月9日，上午
有门诊。

重医附二院渝中院区：6月7日-6
月9日，风湿免疫科无门诊，6月7日，
除眼科、妇科、产科、中西医结合科、皮
肤科、感染科、整形美容科、口腔科全天
有门诊，其他科室只有上午有门诊；6
月8日，产科无门诊，妇科、中西医结合
科、感染病科、口腔科、皮肤科、眼科全
天有门诊，其他科室只有上午有门诊；

6月9日，肾内科、妇科、产科无门诊，中
西医结合科、感染科、口腔科、整形美容
科、皮肤科、眼科全天有门诊，其他科室
只有上午有门诊。

重医附二院江南院区：6月7日，除
口腔科、眼科正常应诊外，其他科室只有
上午有门诊；6月8日，耳鼻咽喉科、产科
停诊，口腔科、眼科全天门诊，其他科室
只有上午门诊；6月9日，泌尿外科、肾内
科、产科、妇科、口腔科、皮肤科停诊，眼
科全天门诊，其他科室上午有门诊。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新桥医
院、陆军特色医疗中心（大坪医院）：6
月7日至6月9日，仅上午有门诊。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市中医院正常
应诊。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6月 7
日-9日，外科、乳腺科、妇瘤科、头颈
科、肿瘤内科、针灸科、缓和医疗科均有
门诊，心血管呼吸内科6月 7日有门
诊，消化内科6月8日有门诊，内分泌
肾病内科6月9日有门诊，其余科室无
门诊，患者可到住院部就诊。

端午期间医院门诊有变动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6月 4
日，重庆高速集团和交通行政执法总
队发布消息称，尽管端午节小长假（7
日-9日）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
策，但我市高速公路车流量仍将大增，
预计日均车流将达93万辆次左右，较
平时增长15%左右，最高单日车流量
将会达到95万辆次左右。需提醒的
是，小长假期间，每天8：30-11：00和
13：00-23：00为高速公路车流出行
高峰。

据预测，今年端午恰好与高考重
合，市民出行主要以短途为主，距主城
60公里以内的高速公路将是车流量较
大的路段。

小长假期间，我市高速公路预计总
车流量同比上升10%左右，达到280万
辆次左右。3天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
呈“V”字形趋势，假期第一天和最后一
天车流量较大，假期中间车流量相对较
小。

预计节日期间，我市高速公路主要
有7个路段拥堵，分别是：成渝高速公
路西环-中梁山隧道-白市驿段；渝武
高速公路北环-三溪口-北碚隧道-草
街段；渝涪高速公路东环-唐家沱-箭
沱湾-洛碛段；渝黔高速公路南环-

G75巴南-一品-綦江段；渝湘高速公
路南彭-G65巴南-南环段；渝遂高速
公路铜梁东-云雾山隧道段；长万高速
公路长寿湖-桃花段。

同时，预计成渝高速G85九龙坡
站、成渝环线G93沙坪坝站、渝黔高速
G75巴南站、渝武高速G75北碚站、渝
涪高速G50江北站、界水高速G65巴
南站和武隆收费站车流量较大。

据介绍，端午节假期出行，我市高
速公路事故易发路段主要为：成渝高速
公路缙云山隧道、大安-丁家段；渝武
高速公路北碚隧道、西山坪隧道；渝遂
高速公路云雾山隧道；渝涪高速公路铁
山坪隧道、华山隧道-洛碛路段；渝黔
高速公路一品-綦江路段；界水高速公
路龙凤山隧道、石龙隧道；水武高速公
路白马至武隆段隧道群。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数据显示，端午节假期，高速
公路交通事故6成以上为追尾事故。
车辆发生故障或轻微事故不影响行驶
时，应立即撤离现场。若无法快速撤
离，应在事故后方150米处摆放反光警
示牌，并立即将人员撤离至护栏以外安
全 区 域 ，拨 打 96096 或（023）
89077770报警求助。

端午重庆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280万辆次
同比上升1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