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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丽）担心老
年人户外运动不安全？想去打羽毛
球怕没有场地？6月11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万盛经开区体育局获悉，该
区打造的智慧体育平台——“i盛行”
智慧体育全网物联平台，将于今年8
月正式运行，可为市民量身定制体育
健身计划。

“结合市民体质监测、体检报告
给出运动健身建议；及时分析老年
人行为状态，提供智能预警和应急
联络等多项智能化服务。”万盛经
开区体育局局长江玉忠介绍，“i盛
行”智慧体育全网物联平台不仅可
为市民制定个性化的科学健身计
划，还可通过人流检测，为市民选择
运动场地提供参考。市民只需要通
过该平台App、微信公众号、小程序
等渠道进行实名注册，就可享受多种
智能服务。

“体育运动与体育设施相辅相
成，为此我们一直在不断完善体育设
施，创新体育服务。”江玉忠介绍，近
年来，万盛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比例从45.2%增加至59.4%，国民体
质测试合格率达到94.4%，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也从以前的1.37平方米增
加到2.4平方米。

不仅如此，为贯彻落实体育“1+
5+1”行动计划，万盛区在丰富健身
供给、建设智能体育平台的同时，还
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产业，助力贫困村
脱贫摘帽。

“抬头是青山，低头是绿水，杆
上挂的是美味的鱼……”记者在万
盛区关坝镇凉风村看到，无数喜欢
垂钓的市民纷沓而至。鲜为人知
的是，这里曾是典型的“以煤养村、
以矿吃饭、煤枯而衰”的国家级贫
困村。近年来，该村围绕“生态凉
风·梦乡渔村”的总体功能定位，因
地制宜发展体育旅游产业，如今全
村已有体育旅游微企172户，解决
就业1200余人，不仅实现整村稳定
脱贫，还荣获 2018 中国最美村镇

“精准扶贫典范奖”，并入选了全国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名单。

“未来，我们还将深入打造羽毛
球国际挑战赛、青山湖国际跑步节、
WBO拳力联盟赛等体育赛事。同
时加快黑山谷运动中心、关坝凉风国
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等体育旅游文
化综合体打造，大力发展户外运动、
极限运动项目，开展以运动健康为核
心的体育文化建设，打造‘活力万盛’
城市品牌。”江玉忠说。

万盛打造智能体育平台
可为市民量身定制健身计划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 1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我爱重庆·精彩一
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
（下称“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主办方获
悉，即将于6月18日举行的该活动自启
动以来，受到市民热捧，全市已有30多

个行业摄影协会的近千名摄影师表示将
参加活动。

“不要慌，我一定把资料给你交上
去。”6月12日下午，九龙坡区摄影家协
会副主席张桦正忙着给摄影爱好者讲解

“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的参与细则。
“这几天报名参加‘百万市民拍重庆’

活动的摄影爱好者实在太多了。”张桦介
绍，本来九龙坡区摄影家协会有40个名
额，但现在已有近60人报名，“我们已经
向主办方提出，看能否多给几个名额。”

“在我们报名参加活动的会员中，最

积极的莫过于已年过八旬的雷正宁了。”
张桦说，作为九龙坡区摄影家协会的资深
会员，雷正宁此前已经两次报名参加了

“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今年活动报名
启动后，协会考虑到他的年龄，最初没有
接受他的报名申请。“我们没想到的是，雷
正宁始终没有放弃，还表示即使不让他参
加，活动当天他也会来到现场参与其中，无
奈之下，我们只好接受他的报名请求。”

“报名还未启动之时，就有不少会员
向我们询问今年的‘百万市民拍重庆’系
列活动好久开始。”渝中区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詹江表示，报名通道一开启，分配的
40个名额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詹江表示，待“百万市民拍重庆”系
列活动结束，渝中区摄影家协会将对参
加者的照片进行整理，并邀请相关专家
进行点评，希望能够借此活动提高协会
会员的摄影水平。

沙坪坝融汇社区的报名情况也相当
火爆。“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名业主报
名，预计到时将会有100多名业主参与
到‘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中。”该社区负
责人安柏年说。

“百万市民拍重庆”受热捧
千名摄影师踊跃报名参加系列活动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下称江北机
场）的建成投用及不断发展，让我们和世
界的距离更近了。”6月10日，摄影师许
可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33年来，许可为江北机场拍下数以
万计的照片，记录了江北机场从呱呱坠
地以来的发展过程……“重庆日报和重
庆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我爱重庆·精
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
活动（下称“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我
期待已久，今年将创作展现新农村建设
的作品，定格另一种成长。”他说。

最初拍机场是为了“看稀奇”

1963年出生于重庆市江北县（今渝
北区）的许可，1981年12月参加工作进
入江北县文化馆，从事全县摄影艺术创
作的组织与辅导，1982年加入重庆市摄
影家协会。2008年退休之前，他曾在渝
北新闻社工作十余年。

“1985年11月30日，江北机场破土
动工，这对江北县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
的事情，我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许可称，

“当时对于建设机场这样的大工程，市民
们都感到新奇，我也心潮澎湃。”

在许可拍摄于机场动工当日的一张
照片中，履带式拖拉机的足迹纵横交错，
占据了画面大部分，极具视觉冲击感。
在画面上方，几台履带车正在紧张运作
着，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扑面而来。

当时，许可工作和生活在机场附近
的两路镇（今两路街道），骑15分钟自行
车，就能到机场工地。“虽然道路泥泞、天
气湿冷，但看到壮观的建设场景，心里觉
得热腾腾的。”他回忆，近百台重型卡车
排着长队在山丘间上上下下的场景已烙
印在他的脑海中。

参观机场曾是一种潮流

T1航站楼初步建成，白色的指挥塔
在青山的映衬下格外醒目，远处依稀可
见红色的砖房……1989年，许可拍摄的
建设接近尾声的T1航站楼的照片，吸引
了记者注意。

1990年1月22日，江北机场建成投
用。在许可的记忆中，首航那天停机坪
上只有几架飞机。他说：“作为江北机场
的配套工程，重庆机场高速公路随之正
式投用。从此，两路镇、江北县乃至重庆
市都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许可记得，江北机场投用后，机场周
围的护栏边总是聚集起前来参观的市
民，大家静静观望着这座城市腾飞的历
史瞬间。“投用最初的那两年，家里来了
亲戚，我总是带着他们到机场参观，这在
当时也是一种潮流，如同今天的‘打卡’
一样。”他笑称。

计划用影像展现两路变迁

蓝天白云下，江北机场T3航站楼舒
展在广袤的巴渝大地上，轨道交通3号
线列车行驶在高架桥上……2018年 7
月，许可拍下了T3航站楼投用近一年后

的美丽画面。
2018年，江北机场累计开通国内外

航线300条，其中，国内航线218条，国
际（地区）航线82条，通航5大洲26个国
家61个城市，构建起了重庆与世界互联
互通的空中桥梁。“现在从重庆出发可以
方便地到达世界各地，可以说，机场让重
庆与世界的距离更近了。”许可感叹。

数十年来专注于记录江北机场的成
长过程，是许可引以为豪的事，也是他的
乐趣所在。“我正在整理以前拍的老照片，
希望今后有机会可以举办影像展，展现两
路地区几十年来发展变迁的历史。”他说。

摄影师许可：

记录江北机场30年发展变迁
本报记者 赵迎昭

6月11日，万盛关坝镇凉风村，人们悠闲地在38公里长的健身步道上散
步。 记者 卢越 摄

◀2018年7月拍摄的江北机场
全景。

（本组图片由许可摄）

“让爱更美
好”是天友乳业
的品牌主张，也
是“天友童行”计
划想传递给贫困
山区孩子的无私
大爱。2019 年，
天友乳业在集团
新时期发展战略
体系的指引下，
紧紧围绕用户这
个中心，以创新
变革的精神、高
质量的产品铸造
品牌，用品质好
奶强壮孩子们的
体魄，滋润祖国
未来的花朵。在
助 力 脱 贫 过 程
中，扎实做好天
友担当，致力改
善贫困山区孩子
的生活现状，在
企业践行公益社
会责任之路上起
着引领和标杆的作用。

在创新创造、变革突破
的“二次创业”征途中，天友
乳业将用优质乳品助力中
国奶业振兴和全面小康社
会的建设，努力展现新作
为，实现新突破，完成新跨
越，共同实现“成为最值得
消费者喜爱的乳品领军企
业”的伟大梦想。

唐勖
图片由天友乳业提供

“天友童行”用爱呵护祖国未来
2019中国小康牛奶行动走进城口县鸡鸣乡

6 月 12 日，由重庆
农投集团旗下天友乳
业联合重庆市慈善总
会共同发起的“天友童
行 爱更美好”公益扶
贫助学行动在城口县
鸡鸣乡中心小学正式
启动。该公益助学行
动将惠及重庆6个深度
贫 困 乡 镇 ，包 括 城 口
县、巫溪县、南川区、綦
江区、酉阳县、秀山县
的13所贫困山区小学，
面向 4000 多名学生捐
赠超过 13 万盒天友学
生奶，总价值超过20万
元。天友乳业此番聚
焦营养健康，惠及地区
广泛，目标受众精准，
是践行“中国小康牛奶
行动”的重要举措，是
用品质牛奶助力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关键环
节。

社会大爱和企业
责任是一个国有企业
的根基，天友乳业将爱
与责任融入企业发展，
一直积极践行农业部、
中国奶业协会主办的

“中国小康牛奶行动”，
用点滴善爱为山区贫
困学子铺就一条实实
在在的营养成长路，体
现了其作为西南乳业
龙头企业的公益责任
担当，是企业使命“点
滴 关 爱 ，创 造 美 好 未
来 ”同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决胜全面小康紧密
结合起来的重要落地，
也是“让爱更美好”品
牌主张的重要体现。

在 启 动 仪 式 现
场，天友乳业党委书
记、董事长何荣府发
表讲话，希望通过天
友学生奶的捐赠，切
实帮助学校及贫困
学生，并将始终用公
益之心铸就品牌榜
样，以营养扶贫助力
全面小康和全民健
康。

参与仪式的重庆
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
人对天友乳业的社会
责任感给予了高度评
价，他表示，提高贫困
地区儿童的营养健康
水平是一项系统性长
期性的工作，天友乳业
能够数年如一日坚守
使命，体现了反哺社会

的决心，也彰显出天友
这一国有企业的大
爱。城口县教委副主
任曾永维和城口县鸡
鸣乡中心小学校长邱
文进对天友乳业的捐
赠表示由衷感谢，表态
全体师生一定认真学
习、努力进取，回报所
有爱心人士。

活动现场，大家
一起在公益画布上按
上手印，见证了公益
力量的聚合，寓意着
社会各界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的共同愿
景。随后，天友乳业
的工作人员现场为孩
子们分发了牛奶，欢
乐的笑声回荡在校
园。

在积极融入健康中
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
践行国企责任回馈社会的
过程中，天友乳业持续关
注深度贫困乡镇，立足产
业优势，不断探索健康扶
贫与教育扶贫、产业扶贫
等相结合的精准扶贫机
制。据了解，这已经是天
友乳业积极践行“中国小
康牛奶行动”的第三个年
头，3年来天友的足迹遍
布全市近70所深度贫困

乡镇小学，为贫困山区的
孩子送去价值近100万元
的品质好奶，将“让爱更美
好”的品牌理念深植于更
广阔的社会领域。

2019年是天友乳业
全新打造的可持续性公益
IP——“天友童行”计划的
开局元年，也是天友乳业
多年来投身公益事业的积
淀和高度凝练，体现出高
度的创新性。据天友乳业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计划

从公益理念、公益传播、公
益参与等多个维度进行
创新，围绕“用爱陪伴成
长”的核心理念，搭建关
注窗口，将贫困山区孩子
生活的现状反馈给社会
大众，感召社会各界力量
持续关注山区孩子们成
长过程中营养不良、留守
在家、心理健康状况、教
育资源短缺等问题，为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贡献自己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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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国民健康
爱心助学彰显国企担当

融入国家战略
优质乳品护航祖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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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捐赠仪式

现场公益人士、学生代表按下手印，见证公益力量

▲1989 年建设中的江北机场
T1航站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