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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已连续
举办两届的“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
影活动，今年又将启幕！作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系列影像活动的首个线
下活动，“我爱重庆·精彩一日——百万
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将于6月18
日举行。当天，重庆日报、重庆市摄影
家协会将邀请全市摄影爱好者拍下自
己所见的精彩瞬间，从而集合成重庆城
24小时的全景影像，展现重庆新气象、
新风貌。

“我爱重庆·精彩一日——百万市民
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已连续举办两届，

成为重庆日报的品牌活动，在国内外摄
影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得到了广大摄影
爱好者的好评和支持。

今年的“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将
充分展现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在推进“两点”

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发挥“三个作
用”实践中的新风貌、新景象、新成效。

本次主题摄影活动投稿作品的拍摄
时间必须是2019年6月18日0时至24
时，拍摄内容为和重庆相关的人、事、物
等。大赛要求投稿图片须在1000万像
素以上，并撰写相应的图片说明（包括时

间、地点、内容简介）。
本 次 摄 影 活 动 投 稿 邮 箱 为

cqrb@vip.163.com，截稿时间为6月19
日凌晨2时。摄影爱好者投稿时请务必
留下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主办方将举
行评选活动。6月18日，约拍重庆，我们
不见不散。

“百万市民拍重庆”又要来了

6月18日，请和我们一起记录美丽重庆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中国人民砥砺

奋进、披荆斩棘，创造了史诗般的历史进
程和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重庆也在不
断发展中取得巨大进步。重庆日报记者
6月5日获悉，重庆日报、重庆市摄影家
协会将联合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系列影像活动，展现70年来时代的进
步、人民的奋斗、祖国的巨变、城市的辉
煌。

此次系列影像活动将从即日起持

续至12月，活动丰富多彩，包括“我爱
重庆·精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
主题摄影活动、“历史年轮·重庆辉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重庆
摄影大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
的大学”摄影大赛、中国农民丰收节

“金镜头”摄影大赛等多个主题展览与
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优秀作品有机
会被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并授予

收藏证书。
“影像对城市精神、城市文化的构建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活动也是我
们献给新中国70华诞的一份礼物。”组
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系列影像活
动将用多种影像形式展现重庆在社会、
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改变，展现重庆
人民的幸福生活，讲述沧桑巨变中的重
庆故事。

用影像致敬辉煌岁月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影像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韩毅）品文化、看风
景、赏民俗，重庆“秀”出新花样。6月9
日，市文化旅游委发布消息，端午节三天，
重庆共接待境内外游客1046.58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64.11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0.8%和32.6%。

举办丰富活动弘扬传统文化

包粽子、做香包、赛龙舟……端午节
期间，全市各地举行丰富的活动，勾勒出
一幅幅精彩的端午民俗风情画。人们在
活动中充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弘扬家国情怀。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
鬟。”6月7日，涪陵美心红酒小镇举行了

“我们的节日·端午”活动，琵琶独奏、川剧
折子戏等文艺汇演，画额、投壶、包粽子、
旱地赛龙舟等互动活动，跳钟馗、躲端午
等民俗主题巡游，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

“打卡”。
端午龙舟文化节、“浓情粽意舞端阳”

非遗文化进基层川剧专场演出、少儿美术
作品展、“熊猫的前世今生”特展等——北
碚区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从不同侧面展
示北碚文化旅游内涵，让文化旅游热闹非
凡。

此外，南岸举办的“南山首届雪花啤
酒龙虾节”、第二届重庆南滨国际戏剧节
等，长寿湖景区举办的千人抢鱼活动，潼
南双江古镇举行的汉服文化节，开州举办
的首届粽子传统文化旅游节，铜梁举行的

“原乡小艾”端午沉浸式体验活动等，不仅
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也丰富了节日文旅
产品供给。

文化旅游市场呈现五大亮点

市文旅委初步统计测算，全市手机漫
游共1483.5 万台次，同比增长53.37%。
其中，入渝漫游680.62万台次，同比增长
85.76%；离渝漫游802.88万台次，同比增
长33.17%。全市文化旅游市场呈现五大
亮点：

精品景区收入稳步增长。纳入市文
化旅游委统计直报点的“百万游客俱乐
部”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53.69万人次，同
比增长2.25%；实现旅游收入4815.57万
元，同比增长12.75%。其中，武隆喀斯特
旅游区接待游客8.52万人次，同比增长
6.63%；实现旅游收入813.54万元，同比
增长5.94%。南川金佛山景区接待游客
2.87万人次，同比增长9.96%；实现旅游收
入1817万元，同比增长7.51%。

都市旅游稳中有增。主城区各大商
圈、景区人山人海、异常火爆。渝中区接
待游客321.1万人次，同比增长5.5%；北
碚区接待游客 33.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13%。其中，观音桥商圈都市旅游区接
待游客50万人次，同比增长113.49%；洪
崖洞民俗风貌区接待游客23.2万人次，同

比增长8.41%。
乡村游、古镇游红红火火。随着我市

持续打好“乡村牌”，强力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和文化旅游扶贫工程，乡村旅游和古镇
旅游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北碚缙
云山乡村旅游片区接待游客3.45万人次，
同比增长539.07%；黔江芭拉胡景区接待
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25.71%；合川
涞滩古镇接待游客3.69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11%；因爱情天梯、“千米长宴”等闻

名的中山古镇接待游客2.47万人次，同比
增长57.8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05.5
万元，同比增长611.97%。

红色旅游持续走红。市内多个红
色旅游景区围绕“保护革命文物，传承
红色基因”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
动，让广大游客在驻足重庆人文景观的
同时，追思英雄足迹，接受红色教育，缅
怀革命先烈。市内革命烈士纪念馆、抗
战纪念馆等纳入市文化旅游委统计的

19 个红色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 22.16
万人次。

文旅演艺、博物馆倍受青睐。假日期
间，我市还推出了一批演艺节目和驻场演
出，受到游客和市民热情欢迎。其中，《魔
幻之都·极限快乐Show》杂技秀，6月7日
至9日三天对外售票近700张；三峡博物
馆接待游客3.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
重庆自然博物馆接待游客2.06万人次，同
比增长13.07%。

端午假期重庆接待游客总人数超1000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64.11亿元

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各式各
样的主题促销……在刚刚过去的
端午节小长假，重庆各大商圈、商
贸企业推出各类活动，吸引市民、
游客参与，迎来消费热潮。

6月9日，市商务委发布数据
显示，节日期间全市各大商圈和重
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16.2
亿元，同比增长8.5%，品质消费、
新兴消费、夜市消费成为亮点。

品质消费渐成主流

重庆日报记者观察发现，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节日消费
已从注重对商品价格的选择，转变
为对品质的需求。今年端午节期
间，品质消费成为一大主流。

“端午节期间，店内进口生鲜、
水果、酒水等销售都十分火爆，一
些优惠较大的商品甚至还出现了
短暂的断货。”麦德龙九龙坡商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而在位于南岸区万达广场的
永辉超市，海鲜区的工作人员忙碌
不停。据介绍，节日期间，店内海
鲜销量是平时的3倍以上，特别是
小龙虾大量上市，十分受追捧。

在该超市水果区，车厘子、奇
异果、桃子、李子等水果也大卖，

“节日期间，虽然不少水果价格都
略有上涨，特别是一些进口水果价
格不低，但仍然受到了消费者欢
迎。”水果区工作人员透露。

除了进口食品外，小长假期
间，汽车、电子产品等也成为市民
消费热点。

“这款车心仪已久，车展上有
优惠，果断买了。”6 月 9 日，在
2019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上，家
住江北区大石坝的龙梅订购了一
台凯迪拉克SUV车型。据车展组
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尽管整个端
午假期雨水不断，但仍不能阻挡市
民看车买车的热情，初步统计有超
过10万观众来到车展现场。从总
体销售情况看，中高端车辆受到更
多市民青睐。

“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升，市民的消费心理、
消费结构都在发生转变，消费提质
表现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品质
消费、中高端消费、智能消费特征
进一步突出。”市商务委相关负责
人分析。

新兴消费集聚客流

一边体验最潮的智能家具，一

边还能参加粽子DIY、虾啤派对、
牛排宴等活动——端午节期间，重
庆苏宁观音桥店吸引了大波消费
者前往消费。

“今年端午节恰逢‘618’年中
大促，因此我们专程推出超级团购
日，通过满额送礼品、抵扣红包大
派送等活动吸引人气，同时开展粽
子DIY等系列活动，让消费者一
边消费一边感受节日气息，从而增
强节日体验。”重庆苏宁相关负责
人介绍，借端午节契机，重庆苏宁
整体销售增长达15%以上。

作为新零售代表，端午节小长
假，位于江北区九街的盒马鲜生人
气爆棚，不仅现场购物、就餐人数较
平日翻倍，线上下单量也大幅上
涨。据重庆盒马数据，端午期间，最
受重庆市民青睐的水产为基围虾、
小花甲、小龙虾，同时妃子笑荔枝、
纯糖果番茄等也受到市民欢迎。

在各大购物中心，商超+餐
饮+娱乐则成为新标配。新光天
地、万象城、红星爱琴海等购物中
心在节日期间重点打造了美食、亲
子、休闲娱乐等综合消费模式，充
分满足消费者体验和个性化需求，
聚集较高人气，拉动消费增长。

夜市消费人气高涨

小长假期间，重庆不负“夜重
庆、潮生活”美誉，以时尚餐饮、主
题酒吧、文化娱乐为主的夜市，同
样人气高涨。

小龙虾、花甲、田螺、黄鳝……再
搭配免费的啤酒——端午节小长
假，市民和游客上南山不仅能观赏
重庆夜景，还能参加一场热闹的啤
酒龙虾节。6月7日，南山首届啤
酒龙虾节在壹华里市集举行，这也
是壹华里夜市正式亮相，吸引大量
市民、游客前往体验。

在江北九街，一场街头舞蹈剧
则为在此体验夜生活的人们增加
了节日氛围。6月8日，舞蹈剧《九
街。白娘子之夜》在九街街头上
演，现场，演员们不时穿梭在街道
上、酒吧里，与市民和游客聊天谈
天，通过古老传说与现代都市的碰
撞，为九街夜市增添了特色。

而在热门商圈解放碑，夜市消
费也是一片火热。在八一路好吃
街，品种繁多的特色美食吸引众多
游客大快朵颐，直到夜深依旧人流
不减；在30度街吧，各式美食集
聚，吸引大量游客就餐，感受重庆
夜市的火爆。

端午假期重庆迎消费热潮
品质消费、新兴消费、夜市消费火热

本报记者 杨艺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6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红岩联线等我市多个红
色旅游景区获悉，端午3天假期中，这些
红色旅游景区成为热门旅游打卡地。随
着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晒文化·晒风
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的持续开展也让我
市红色旅游更具吸引力。

据了解，端午假期共有95737人次
前往红岩联线所属的各个景点，瞻仰革
命英烈事迹。“随着网络预约参观的启用

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游客的参观体验也
有所提升。”红岩联线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长约5公里的红岩联线步道于5月正
式投用，串联起白公馆、渣滓洞、梅园、诗
碑林、烈士殉难处等景点，沿线配套实施
绿化景观提档升级工程，有效缓解了红
岩联线景区人车争流的问题，受到了游
客好评。

位于潼南区的杨闇公杨尚昆旧居陈
列馆在端午假期接待了6.1万人次游客。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游客中有不
少青少年，他们利用假期来感受红色文
化，成为陈列馆中的一道风景。”该馆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让游客深入了解馆藏文物
故事，该馆在假期期间推出了近150场讲
解。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晒
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的持续
举办，让我市不少红色景区尝到了甜头。

“在和游客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不少游客

是看了城口的‘双晒’报道后才来到我馆
参观的。”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副馆长张
茹介绍，该馆端午假期接待游客近1300
人次，较去年有所增长，“在‘双晒’中的亮
相，提升了我馆的知名度，也吸引了更多
游客前来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也是江津在“晒文
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中重点推
介的文旅景点之一。“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正在闭馆改陈中，因此，游客纷纷来到聂
荣臻故居，感知聂帅一生中取得的丰功伟
绩。”该馆相关负责人介绍，端午假期尽管
天气不佳，但聂荣臻故居仍接待游客
4200人次。

“晒文化·晒风景”活动让重庆红色旅游更具吸引力

◀6月9日，游
客在黔江区芭拉胡
景区的绝壁栈道上
游玩。

特约摄影 杨敏

端午期间，麦德龙九龙坡商场顾客盈门。 记者 杨艺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反
映重庆市各高校在高等教育上
取得的巨大成就，6月10日，由
市教委指导，重庆日报、重庆市
摄影家协会、重庆市新闻摄影学
会、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
庆交通大学、长江师范学院等单
位主办的重庆大学生纪实影像
展，即日启动“我和我的大学”主
题摄影及征稿活动。

本次活动分3个类别设置奖
项及奖金，征稿截止时间为9月
20日。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将
进行重庆大学生纪实影像展及巡
展，此次摄影大赛及征集的优秀
影像作品，有机会被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收藏并颁发收藏证书。

重庆大学生纪实影像展分
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摄影大赛及
影像展。该活动面向重庆各高
校征集人文纪实类、景观及创意
类和手机类别摄影作品，反映重
庆高校的建设发展、时代记忆、
人文情感、校园故事等。作品须
为大学生近期拍摄的视觉影像、
摄影作品等，投稿信箱为cqcs-
dpe@vip.163.com。

摄影大赛按人文纪实类、景

观及创意类和手机类3个类别设
置奖项，其中分设一、二、三等奖及
优秀奖若干名，一等奖奖金为
3000元。届时“我和我的大学”摄
影大赛专家评委将选取优秀摄影
作品进入本年度的重庆大学生纪
实影像展。对于活动参评作品，
主办方和承办方可在相关媒体、
刊物、画册、网站、微信和展示展览
中等范围使用，不另外支付稿酬。

本次活动的第二部分是面
向社会征集高校历史老照片。
这部分包括重庆高校历史变化
的相关影像资料、纸质照片、底
片等，也可以是个人大学生涯中
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或有故事性
的照片等。组委会将进行老照
片征集并于影像展中进行展示，
入选的历史老照片均会统一进
行数字化保存，投稿邮箱同上。

重庆大学生纪实影像展的联
合主办单位为西南大学、重庆医
科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邮电
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四川美术
学院、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第二师
范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

咨询电话：023-63907227；
李老师：18696778508。

快来拍“我和我的大学”吧

重庆大学生纪实影像展今起征稿

▲6月8日，南
岸弹子石老街，一
场融合中西元素的
精彩戏剧交替上
演，川剧变脸、西方
魔术、胡闹的鱼儿、
淘气的理发师等节
目精彩纷呈，令市
民、游客大饱眼福。
特约摄影 钟志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