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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6 月 14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等
主办的重庆市第三届寻找最美家书活
动颁奖仪式暨最美家书朗诵会在重庆
市巴川量子中学举行，旨在倡导传承家
书文化，引导构建良好家庭氛围。

去年8月，重庆市第三届“九童圆
梦书香行动，寻找最美家书”活动正式
启动，活动覆盖全市3800多所中小学，

特别是贫困地区留守儿童。超过10万
名学生参与书信征集，网络展示书信作
品近万件。经学校初选、区县推荐、网
络展示、综合评审、组委会审定等程序，
最终评选出300封最美家书。

据了解，这些家书通过网络展示，
吸引了广大读者参与关爱困境儿童和
留守儿童的结对帮扶公益活动，助力精
神扶贫。

重庆市第三届寻找最美家书活动颁奖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14
日晚，中超联赛第13轮比赛在重庆奥
体中心结束，主场作战的重庆斯威在最
后时刻被山东鲁能扳平比分，双方1∶1
握手言和，各取1分。

本场比赛，占据主场之利的重庆斯
威很快取得场上主动，但受限于临门一
脚欠佳，一直未能取得进球。第68分
钟，在接到费尔南多的妙传后，卡尔德
克中路跟上推射破门，帮助重庆斯威取

得领先。让人没想到的是，全场比赛第
99分钟，山东鲁能球员全体弃门而出，
门将王大雷更在禁区造成卡尔德克手
球犯规获得点球机会，最终由佩莱将比
分扳平。

本轮比赛结束后，重庆斯威继续排
在积分榜第六位。6月23日，重庆斯威
将做客武汉，挑战武汉卓尔。

中超联赛重庆斯威主场战平山东鲁能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6月14
日，2019年重庆中考举行英语科目考
试。考试结束后，市教委组织命题专家
和一线教师对试卷进行了解读。

“今年中考英语试题选材广泛，题
材丰富，内容涉及学校教育、家庭亲
情、文化传承、科普知识、历史常识、日
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对学生的语言能
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学习能力等
核心素养的养成起到了全面引导作
用。”英语试卷命题专家介绍，今年的
试卷结构有所微调，单项选择题由去
年的15分降为10分；增加了一篇阅读

文章，分值由去年的30分增至35分。
直接考查记忆类知识的试题有所减
少，对学生语言运用及思维能力的考
查进一步加强。

例如，阅读理解除了基础的事实细
节题，还考查了学生对行文逻辑、写作
意图、写作特点、篇章结构、文章主旨的
理解，考查了他们观察与比较、分析与
推断、归纳与建构、批判与创新等能
力。书面表达沿用半开放的形式，所设
情景为学生身边的故事，即让学生写一
篇发言稿，号召更多同学参加游学和帮
扶活动。该题材让考生有话可说，基础
较好的学生更有很大发挥空间。

“教师教学要实现从‘教教材’到

‘用教材教’的转变。”育才中学英语教
师陈清勇表示，今年中考英语试卷选文
对讲好中国故事有极大的偏重，例如，
中国24节气的文化报道、中国科技周、
亚洲文明大会、5G成果、二胎生育等内
容。学生想答好这些考题，仅仅靠背诵
字、词、短语、句子和语法是远远不够
的。这要求一线英语教师在教学内容
的组织，教学环节的设计，教学活动的
开展等方面要下足功夫，引导学生多阅
读英语时文、简易英文原著文章和书
籍，多收听收看英语新闻类节目，提升
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
力、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等4
个方面的核心素养。

命题专家和一线教师解读2019中考英语试卷

不提高综合能力 很难讲好中国故事

一位青年移民怀抱熟睡中的婴儿，
在离开故乡上船的那一瞬间，扭头回望
家园……摄影记者陆纲拍摄于2000年
的《三峡外迁移民深情回眸》（下称《深
情回眸》）已被公认为反映三峡移民的
经典作品。6月13日，他在接受重庆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19年后再次回眸，我
见证了三峡库区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眸一瞬成经典名作

今年47岁的陆纲是目前重庆摄影
记者中少有的“中国新闻奖”得主，其代
表作《深情回眸》被公认为三峡移民的
典型形象瞬间和“移民精神”的真实写
照。陆纲生于摄影世家，已和摄影打了
33年交道，现任重报都市传媒文教体
艺事业部副总经理、重庆市摄影家协会
理事。

《深情回眸》拍摄于2000年8月13
日的重庆云阳港，8月19日在重庆晚
报首次刊发。此后，这张照片还成为
《人民画报》2001年年度封面，被誉为
“国家记忆”。2005年，这张照片曾被
制作成近50米长的巨幅公益广告，安
放在渝中区上清寺。

陆纲说，《深情回眸》的诞生是在典
型环境下抓拍的典型人物。“当《深情回
眸》主人公余胜清背着背包、怀抱婴儿
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时，我迅速被他五味
杂陈的表情、稍显正式的穿着、充满留
恋之情的眼神所吸引，立即用相机抓拍
了3张，第一张即回眸的这一张最生
动。”他介绍，当年，余胜清从云阳县南
溪镇外迁至上海崇明岛。

从小船悠悠到高铁飞驰

陆纲出生于万县（今万州区），对三
峡风貌非常熟悉。1996年至1998年
在华西都市报重庆记者站工作时，他常

去三峡地区采访、拍摄自然风光。
1998年8月进入重庆晚报工作后，他
的三峡情缘更为浓厚了。

“早上6点多在朝天门码头坐客
船，下午6点才能到达万县。要想继续
到巫山，轮船还要在万县抛锚等半夜。”

陆纲说，1997年前后有了水翼艇，但重
庆到巫山也要10多个小时。

如今，三峡库区交通发生巨变。过
去从重庆主城到万州，坐船要10多个
小时，现在高速公路3个多小时、高铁不
到2个小时就到了。“去年10月，我到巫

山等地采风，真切感受到了三峡库区日
新月异的变化。”陆纲说。

再访崇明岛

三峡移民的生活也过得越来越
好。在拍摄《深情回眸》后的10多年
里，陆纲也多次到上海崇明岛回访，
2007年见到余胜清时，当年他怀抱中
的女儿已经长大，一家人生活美满。
2010年，陆纲再次来到崇明岛，三峡移
民张学云早已靠养猪致富，把移民安置
房扩建成了500多平方米的大别墅，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

“在历史大事件面前，用镜头定格
下有历史厚度、人文深度和时代温度的
故事，是摄影师的使命。”陆纲表示。今
年他将再赴崇明岛回访，记录重庆三峡
移民奋力拼搏的凯歌。

陆纲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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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他已参加两届，今年将继续参加，“我
要呈现重庆日新月异的变化，记录这个
时代的精彩瞬间。”陆纲说。

关 注 中 考

见证爱情的绣球草鞋、30多斤重
的行军锅、破烂不堪的羊皮袄……6
月 14日，参加“壮丽70年·奋斗新时
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
动的部分媒体记者，来到位于江西于都
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通过珍贵
藏品重温令人动容的红色记忆。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是目前
全国唯一一处展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历史的主题性纪念馆，占地面积1100
平方米。该馆一楼为长征出版物博览
中心，二楼陈列采用文字、图表、照片、
场景复原等方式，直观展示了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的历史。

展厅展柜中，陈列着多款样式的红
军穿过的草鞋，其中一双绣球草鞋吸引
了重庆日报记者注意。这双老红军谢
志坚穿过的草鞋，已有80余年历史，保
存较为完好，默默讲述着他和春秀姑娘
的爱情故事。

“1934年10月15日，谢志坚的未
婚妻春秀姑娘得知他要随红军部队远
征，便连夜用柔软、耐磨的黄麻编织了
这双草鞋，成为两人爱情的寄托。
1951年，谢志坚从甘肃回到于都工作，
春秀却已不幸被国民党杀害。”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介绍，

这双草鞋谢志坚在长征路上只在渡过
金沙江、大渡河时穿过两次，其余时间
一直把它当作珍宝随身珍藏。

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将这双草
鞋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捐献前，他特意在鞋面上绑了一对彩色
红心绣球，以纪念春秀。张小平说，谢
志坚生前只要有时间，就会到纪念馆来
看看这双草鞋。他在1992年病逝前，
还在家人的搀扶下，先后三次到纪念
馆，在这双草鞋前沉思、缅怀。

在绣球草鞋附近，由80双草鞋组
成的中国地图也格外引人注目。“二万
五千里长征，是战士们穿着草鞋走出来
的。”张小平说，这幅地图设计、制作于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2016年，“中
国地图寓意红军脚穿草鞋取得长征的
伟大胜利，迎来了一个新中国，也号召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6月14日发自江西于都）

长征途中只穿过两次

绣球草鞋成为老红军一生牵挂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刘雨桐）6月13日，重庆市人民政
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
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市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达到
52%。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
础。《意见》指出，我市要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满足广大农民对机械化生产的需要
为目标，坚持全程全面深化与分类分段
突破并举、农机农艺融合并行、提升机
械性能与改造农田宜机条件并重、装备
大中型机械与装备小简新型机械互补，
依靠技术进步与体制机制创新互促的策

略路径，推动全市农机化后发跨越和农
机装备产业高质量转型，走出一条具有
丘陵山区特点的农业机械化发展之路，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我市农机科技创新能力持续
提升，到2020年，我市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中的薄弱环节“无机可用”问题
将基本解决。农机装备产业规模进一
步扩大，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市场竞
争力进一步增强，力争产值达到90亿
元。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域会加快拓展，
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1500万千瓦，全
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52%。

到2025年，农机科技创新将取得
重大进步，农机适用性进一步提高，农
机装备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先进

新型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基本建
成。农机装备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农
机装备品类不断完善，重点农机产品和
关键零部件实现协同发展，产品质量可
靠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产品和技术供
给基本满足需要，力争产值达到150亿
元。千万亩高标准农田“宜机化”配套
改造加快推进，水稻、油菜等主要农作
物全程机械化技术全面成熟，柑橘、榨
菜、茶叶等特色产业重点和薄弱环节机
械化实现重大突破，设施农业装备、生
产和运行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全
市农机总动力达到2000万千瓦，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达到
60%。

基于此，《意见》明确了六个方面的
任务举措。一是加快推动农机装备产

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农机装备创新体
系、推动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推进
农机制造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强农机
装备质量可靠性建设。二是切实改善
农机作业基础条件，大力推进农田“宜
机化”改造、改善农机作业配套设施条
件。三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
面发展，强化农机农艺融合、推进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动农业机械
化全面发展。四是大力推广先进适用
农机装备与机械化技术，提高农业机械
化创新能力、加强新机具新技术示范推
广。五是积极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发
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推进农机服务
机制创新。六是加强农业工程和农机
技能人才培养，健全新型农业工程人才
培养体系，加强农机技能人才培养。

加快推进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0年重庆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将达52%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6月14
日，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在
浙江嘉兴正式启动，与会师生同上一堂

“全国最大思政课”。包括重庆大学、重
庆邮电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文理
学院、重庆水利电力职业学院在内的全
国500余名大学生红色筑梦之旅团队

代表，以及来自高校、投资机构的代表
参加了活动。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是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其中
一个赛道，于2017年由教育部在全国
组织开设，是一堂覆盖全国高校学子的

“最大思政课”。今年的“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将立足红色传承、立足实际需求、

立足强国建设，组织百万名大学生以及
企业家、投资人、社会工作者等，以“科
技中国小分队”“健康中国小分队”等组
团形式，走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城乡
社区，从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多个方
面开展帮扶工作。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大学红
色筑梦之旅由多支创新创业团队和志
愿服务团队组成，包括七色光绘梦团
队、重庆云威科技团队、春藤筑梦团队、
乡村振兴团队等。

重庆5所高校团队启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摄影师陆纲：

19年后再回眸 感叹三峡库区巨变
本报记者 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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