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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王丽）
6月18日，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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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渝中区山城步道启动。这是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影像活动
的首个线下活动。该活动共吸引到重
庆35个区县（自治县）的摄影家协会
以及部分行业协会参加，摄影师及市
民纷纷拿起手机、相机，记录下重庆的
新气象、新风貌。

当日上午，来自重庆各区县和行
业协会的100余位摄影师聚集到山城
步道仁爱堂旧址，参加活动启动仪式，
现场热闹非凡。“有近70位渝中区摄
协会员参加这一活动，超过了预期。”
渝中区摄影家协会主席罗大万说，大
家都想用镜头记录下重庆日新月异的
变化。

“我们俱乐部有30多位摄影师参
加‘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重庆一摄
影俱乐部成员陈云元介绍，该俱乐部
以80后和90后摄影师为主，大家多
热衷于拍摄重庆城市风光，呈现传统
和现代完美交融的城市风貌。

“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还得到知
名摄影师及专家学者的点赞。“借助影
像直观记录重庆的发展脉搏，这样的
活动很有意义。”人文纪实摄影师胡林

庆表示，重庆是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汇集而成的一
张张照片，让人们感受到重庆的发展
步伐和发展成果。

“摄影是最便捷的艺术创作媒介和
工具，‘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鼓励市民

寻找和记录身边的美好，这在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川
美教授，著名批评家、策展人王林表示，
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通过记录这
座城市的精彩瞬间，能让这座城市的活
力和魅力得到更大程度的彰显。

87岁高龄的重庆市人民政府文
史研究馆馆员陈丽琼表示，“百万市民
拍重庆”活动是对重庆城市形象和市
民精神面貌的一次很好推广。“现在重
庆可以方便地通达世界，这可是了不
起的变化呢！”

市民用影像记录重庆发展脉搏
“我爱重庆·精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受热捧

“来重庆之前我只知道这里的火
锅很出名，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地道
的老街。”6月18日，英国游客杰克·
布朗拿着相机在渝中区山城步道拍摄
老街风光，对这里山水交融的风光赞
叹不已。

杰克·布朗的妻子许颖是苏州人，
她说：“我们在山城步道领略了重庆迷
人的气质。”

当日上午，“我爱重庆·精彩一
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
活动启动仪式在山城步道仁爱堂旧
址举行，重庆 100 余位专业摄影师
在这里集合，前往大街小巷，拍摄
这座城市美妙的瞬间，展现重庆奋
进新时代的新气象、新风貌、新成
效。

不少老朋友为活动点赞

从中兴路的入口进入山城步道，
沿着石板路拾级而上，不一会儿眼前
就会豁然开朗：长江奔流东去、石板坡
长江大桥上车水马龙、南纪门长江轨
道专用桥正在紧张施工……

启动仪式前后，摄影师们纷纷用
镜头定格山城步道的精彩瞬间。“厚
庐、仁爱堂、抗建堂等历史文化遗存
都在这条步道（南纪门至观音岩段）
上，不仅能欣赏、拍摄这些建筑，还能
在途中放松心情，感受山城特色。”渝

中区摄影家协会主席罗大万说，他已
连续参加三届“百万市民拍重庆”活
动，每次都会发现重庆又有了新变
化。“这个活动，既是摄影界交流的平
台，又是记录重庆城市崭新风貌的好
机会。”

除了罗大万，活动现场还来了不
少多次参加“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的
摄影师。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
嵩竖起了大拇指：“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了，这个活动能让更多人关注自己生
活的城市、关心这座城市的精彩瞬
间。”

刘嵩同样对记录历史文化兴趣
浓厚。自2011年起，他开始拍摄长
期摄影专题《中医》，并凭借该专题获
得第8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
银奖等重要奖项。“目前，我正在拍摄
摄影专题《川剧少年初长成》，用摄影
的方式记录川剧青少年演员的成长
之路。”

用“新人”视角记录美丽山城

50岁的朱新敏首次参加“百万市
民拍重庆”活动，算是“新人”摄影师。
6月18日一大早，她就背着10多斤重
的专业设备来到山城步道。

2017年，朱新敏在同事的影响下
走上了摄影之路，并一发不可收拾。
雨后的朝天门码头、阳光下的千厮门

嘉陵江大桥、节假日的长江索道……
周末闲暇时光，朱新敏常走到大街小
巷记录重庆城市风景。“重庆真的太美
了，一年四季的美都值得去发现和记
录。”如今，朱新敏是重庆一知名摄影
俱乐部的成员，该俱乐部的青年摄影
师刘万明、游祝也来到了启动仪式现
场。

2016年，在北京学习、工作8年
的刘万明回到了家乡重庆，走上了延
时摄影之路。2017年6月18日，刘万
明将拍摄的延时摄影作品《山之城·重
庆》发布在“新片场”平台，截至目前，
点击量已达到14万次。他介绍，时长
3分27秒的《山之城·重庆》由35个画
面构成，耗时9个月拍摄，是他送给家
乡的礼物。

“重庆主城到我老家石柱的高铁
早已开通，70分钟左右就能回一趟老
家，在这之前坐大巴车可要 6个小
时。”刘万明介绍，他未来将以“重庆速
度”为主题进行延时摄影创作，展现重
庆城市建设的加速度。

“在山城步道拍摄，是传统与现
代的完美融合。”游祝在摄影路上走
过了整整三年。她表示，山城步道有
着浓厚的老重庆味道，隔江而望的高
楼大厦则充满现代气息，将两种不同
韵味的景象呈现在同一张摄影作品
中，一种古今交流、交融之感油然而
生。

记录重庆新风采成潮流

“五六十年前，重庆看不到高楼大
厦，夜景也只是星星点点的灯光。”71
岁的摄影师戴超中在启动仪式现场感
叹道，“现在重庆的变化，用翻天覆地
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戴超中当前爱好风光摄影，几乎走
遍了中国全部省区市，拍下数以万计的
照片。而在上世纪60年代刚开始接触
摄影时，他拍的最多的却是人像。“那时
胶卷可是稀罕物，所以都用来拍人了。”
他穿着青春时尚的活动衬衫说，那时候
人们着装十分单一，一年的布票只能换
一丈布，做件衣服更是稀罕事。

“我要拍下重庆日新月异的变化，
拍下重庆人蒸蒸日上的生活。”戴超中
说，6月18日，他和其他摄影师一道
拍摄重庆城愈加别致的江景、重庆人
更加自信乐观的笑容，拍了一天感觉
精神更充沛了。

“6月18日当天，我拍摄了重庆
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内的建设工人，展
现新时代劳动者的风采，反映该港区
蓬勃发展的景象。”45岁的摄影师陈
云元说，他曾拍下建设中的鹅公岩轨
道交通环线专用桥、轻轨和出租车在
同一画面前进、江北机场T3航站楼众
多出租车整装待发的场景，表现重庆
市民多元化的出行方式。

传统和现代相得益彰

“百万市民拍重庆”拍出山城多元之美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王丽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6月18
日，由国家文物局、重庆市文物局、重庆
市大足区人民政府指导，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共同主办的
2019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会在
世界文化遗产地大足区召开。会上发
布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指
南》，系我国首个关于文化遗产监测工
作的技术性文件。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会是我
国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年度性工作会
议，旨在为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搭建交流
平台，针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
理，汇总讯息、汇集经验、汇聚智慧，共
同探讨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探
索发展路径，提升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
整体保护管理水平。年会迄今已成功
举办六届。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规范遗产监
测、优化保护管理”，会议期间汇报了
2018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
情况。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投入监测工
作的总经费为7812余万元，专职从事
监测工作的人员为1919人，监测工作
的受重视程度、规范性、人员配置水
平、能力建设逐步增强，在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但
是，监测工作缺乏针对性、系统性，以
及过度监测、盲目监测等现象也客观
存在。

为进一步规范文化遗产监测工作
的程序和相关要求，我国首个关于文化
遗产监测工作的技术性文件——《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在本届年会上正式发布。《指
南》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中心受国家文物局委托编制，其
中确定了监测工作的原则和目标，明确
了监测工作程序主要包括编写工作实
施计划、制定监测工作制度机制、明确
监测部门/机构和人员、开展监测需求
研究、确定监测内容及分类、研究利用
监测数据等内容，并对各项工作要求作
了具体阐述。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会在大足召开
发布我国首个关于文化遗产监测工作的技术

性文件《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指南》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实习
生 郑明鸿）6月18日，我市高校大学
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汇报展演暨
第38届“校园之春”文化艺术体育活动
闭幕式在重庆工商大学举行，来自全市
65所高校的10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
活动，全市30万人次在线观看了闭幕
式的网络直播。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团市委和市学
联共同主办，以“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
代”为主题，活动内容涵盖思想引领、志
愿服务、文体艺术、学术科技、社会实践

等方面，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
不断丰富大学生校园文化体育生活方
面发挥作用。

本次汇报展演在“校园之春”主题
曲《春满校园竞芳菲》中拉开序幕，汇报
展演包括“青春心向党”“砥砺新担当”

“奋进新时代”三个篇章，集中展示了我
市高校大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自觉融入新时代追梦征程，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
量的良好精神风貌。

据了解，“校园之春”文化艺术体
育活动自 1982 年开展以来，已连续
举办38届。38年以来，“校园之春”
始终坚持引领青年大学生“爱国、成
才、跟党走”的理念，坚持“唱响主旋
律、发出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营造好
氛围”，成为了一项寓思想政治引领
于文化艺术体育之中的大学生广泛
参与的青春盛会。

第38届“校园之春”文化艺术体育活动落幕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图书馆获悉，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重庆图书馆将于今年9月举行“百姓生
活记忆展”。即日起到7月31日，重庆
图书馆将面向全市居民征集脸盆、床
单、钟表、脚踏缝纫机等老物件。

“举行此次展览，就是希望通过这
些老物件，让市民重温一起走过的路。”
重庆图书馆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百
姓生活记忆展”将分成7个篇章。其中
既有重图的馆藏文献展示，也有百姓生
活老物件的集中展出，旨在通过互动沉
浸的陈列形式表现出重庆的城市变迁，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取得
的伟大成就。

“在前期筹备的内部讨论中，我们

已经总结出了部分希望征集到的老物
件关键词，主要包括粮票、油票、公交月
票、糖纸、火柴、煤油灯、铁皮水壶等数
十年前的生活必需品，以及稍晚一点风
靡一时的磁带、录音机、铁皮玩具等娱
乐器物，以及更晚一些的大哥大、BP机
等。”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重图已经收
到了部分市民发来的老物件报名照
片。其中，既有火柴盒、“火花”（即火柴
盒子上的贴画，包括商标、广告或设计
图样），也有粮票、茶缸，还有“花床单”

“不倒翁”等物品。
这位负责人表示，如果市民有符合

以上要求的老物件，可通过“重庆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进入《征集|晒出你的国
民同款，小编带你走红毯》，扫描文内二
维码提交老物件的照片报名。

百姓生活记忆展9月开展

重图面向全市征集老物件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6月18
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通报
了今年5月主城区“扬尘整治”巡查通
报情况。5月，大渡口区中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钢城大道“佳兆业滨江新城项
目”等10多个工地因为扬尘控制不力
受到通报批评。

市城管执法总队人士提醒，按照相
关规定，被通报的施工企业应在公告之
日起5日内进行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企
业可能被纳入“施工企业不良信息”黑
名单。这些被拉“黑”的企业，不仅招投
标活动会受到制约，自公布之日起，1年
内还不予发放、新增贷款。附表：

重庆主城开展“扬尘整治”巡查

10多个工地扬尘控制不力被通报批评

6月18日，2019“我爱重庆·精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启动仪式在渝中区山城步道举行。图为参加
启动仪式的摄影师们进行现场创作。 记者 齐岚森 摄

控尘不力 上月主城10余个工地被批评

城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两江新区

行政相对人名称

中天华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哲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

海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重庆紫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富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重庆银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悦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检查地点

化龙桥片区B13/04地块施工项目

钢城大道“佳兆业滨江新城项目”

“佳兆业滨江新城项目”

江北区重庆洺悦府项目

大学城西尊路“西永组团L63-106、
L63-206号地块(绿华西永项目一期)”

大学城“树人万达第一小学项目”

金凤高新大道“中国中药重庆产业园
一期项目”

南山向黄四季“重庆金隅大成项目”

南岸区二塘路运输建筑垃圾冒装撒漏

文远路延伸段道路工程

茵梦湖A28-1/03地块D组团工程

龙兴组团H分区H50-1/01号地块项
目

滨江路“宗申·金蓝湾三号地块31＃-
41＃楼及003车库（地下室二）项目”

人和组团1区25道路及配套工程

本报讯 （记者 王翔）6月17日
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市林业局
日前公布了全市岩溶地区第三次石漠
化监测的有关情况，随着我市不断加快
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全市石漠化土地
从第二次监测结果（2010年）的89.5万
公顷减少到本次监测结果的77.3万公
顷，10年减少了12.2万公顷。

重庆市多为喀斯特地貌，是全国8

个石漠化严重发生地区之一，全市有
36个区县（含万盛经开区）不同程度存
在石漠化土地。其中，石漠化土地77.3
万公顷，潜在石漠化土地94.9万公顷，
是洪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的主要诱因之一。

为了进一步降低石漠化的影响，改
善生态环境，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石
漠化综合治理，2008—2018年，国家
累计下达我市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
理工程资金8.98亿元，治理岩溶面积
5261平方公里、石漠化面积1324平方
公里。

“石漠化综合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市林业规划设计院院长陈志
云介绍，在此过程中，我市积极实施石
漠化综合治理、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
还林还草、三峡后续植被恢复等林业重
点工程，进行封山育林、人工造林、草地
建设、坡改梯及配套的蓄水池、沉沙池
建设等，有效增加石漠化地区林草植被

覆盖。
仅林业建设项目，就在17个区县

实施封山育林144.9 万亩，人工造林
49.5万亩，森林抚育0.5万亩，特别是酉
阳、彭水、巫溪、巫山、奉节、开州、黔江、
丰都、武隆、秀山10个治理区植被得到
明显恢复和增加，森林覆盖率大幅提
高，水土流失面积得以减少。

在酉阳，我市大力发展青花椒种
植，使该县6万亩石漠化山地披上了绿
装，不仅有效治理了土地石漠化，还让
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酉水河
镇村民田景高介绍，他家陆续种植了
30亩青花椒，2017年有10亩投产，收
入了3万多元，2018年又有10亩投产，
今年30亩将全部投产，预计收入超10
万元。

除了加快生态建设外，我市还不断
深化农村能源结构调整，推动石漠化地
区农村家庭沼气池，液化天然气，太阳
能热水器等使用，进一步减少农户对林

木资源的依赖，促进了林草植被的自然
修复。同时，我市加快易地搬迁和农村
城镇化进程，在岩溶地区实施易地搬
迁，人口外迁和农地退出，对石漠化地
区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持续不断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情
况下，全市石漠化扩展蔓延的趋势得到
遏制。据监测统计，全市石漠化土地从
第二次监测结果的89.5万公顷减少到
本次监测结果的 77.3 万公顷，减少
12.2万公顷，其中轻度石漠化减少0.8
万公顷、中度石漠化减少8.5万公顷、
重度石漠化减少2.3万公顷、极重度石
漠化减少0.6万公顷，分别减少2.4%、
18.2%、28.4%和50%。

市林业局总工李辉乾表示，下一
步，我市将依托加快实施国土绿化提升
行动，持续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
石漠化综合治理、天然林保护等重点工
程实施，力争今年完成岩溶治理面积
4.03万公顷。

重庆大力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

石漠化土地10年减少12.2万公顷
2008—2018年，国家

累计下达我市岩溶地区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资
金8.98亿元，治理岩溶面
积5261平方公里、石漠化
面积1324平方公里。

仅林业建设项目，就
在 17个区县实施封山育
林 144.9 万亩，人工造林
49.5 万亩，森林抚育 0.5
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