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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化旅游委、市
教委主办的重庆市“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导游词讲解大赛复赛评审会在重庆
大学举行，结合前期网络点赞和现场专
家评审的方式，共选出30名专业组选
手、30名高校组选手、60名少年组选手
进入全市半决赛。

在此次复赛的评选条件中，选手的
讲解内容需要符合全市集中规范完善
后的导游词要求。

去年，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
化旅游委联合开展了全市导游词规范
完善工作，以景区自审、区县初审、专家

精审、行业评审、联合终审、智能校审的
方式，对全市景点的导游词内容进行了
核实提炼、完善丰富。

据了解，这是首次对全市景区导
游词进行彻底修改完善，填补了部分
城市网红景点、民营博物馆、文物点等
无导游词的问题，整改了部分导游词
语言粗俗、讲解浅显、引人误解等突出
问题。

截至目前，全市共规范完善导游词
622篇、333万余字，其中A级以上景
区导游词235篇、154万余字，A级以
下景点导游词346篇、140万余字，区
县全域导游词41篇、39万余字。

120名选手晋级导游词讲解大赛半决赛

全 市 共 规 范 完 善 导 游 词 622 篇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6月22
日，重庆日报和重庆师范大学联合开展
的“弘扬传统文化、助力脱贫攻坚”系列
精神文明活动正式启动。当天，该系列
活动的首场活动——许伯建艺术馆开
馆仪式在重庆师范大学（北碚校区）举
行。作为重庆市社科普及基地，许伯建
艺术馆将免费向大众开放。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许伯建作为
近代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名家，不仅在诗
书实践和理论上有着突出成就，还为推
动重庆书法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
献。1980年，许伯建与友人发起成立
重庆书法研究会；此外，他还是重庆市书
法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重庆
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重庆诗词协会名
誉会长、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

占地面积400余平方米、陈列许伯
建真迹60余件……重庆日报记者在现
场看到，艺术馆陈列有许伯建的诗稿、
手记等重要书法作品。艺术馆还展出
了潘伯鹰、刘江、陈洪武等书法名家作
品以及名家书写许伯建诗词的作品，共
有70余件。

当天，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百名师生还进行了现场书写许伯建书
法作品的活动。

据悉，“弘扬传统文化、助力脱贫攻
坚”系列精神文明活动将于今年6月至
12月期间举行中华书法艺术公益讲
堂、大学生爱心扶贫“三下乡”活动、市
民（中小学生家长）结对帮扶贫困学生、
中华传统书法水平专业鉴定、中华传统
艺术（书法）夏令营等系列活动。

“弘扬传统文化、助力脱贫攻坚”系列活动启动
许伯建艺术馆开馆仪式在北碚举行

新华社平壤 6 月 22 日电 （记者
程大雨 江亚平）20日至21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朝
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的朝中社、《劳
动新闻》等主要媒体连日对习近平总书
记的访朝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文图报道，
并对此访意义予以高度评价。

朝中社、《劳动新闻》22日在朝鲜

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
恩热情欢送习近平总书记圆满结束访
问离开平壤的报道中说，习近平总书记
此次访问有力显示了朝中最高领导人
传承朝中友谊的传统和携手前进的坚
定意志。

朝中社、《劳动新闻》等朝鲜主要媒
体21日在有关习近平总书记20日抵

达平壤并受到金正恩委员长及朝鲜各
界热烈欢迎的报道中说，在朝中建交
70周年这一意义深远的一年进行的国
事访问，是进一步巩固两党两国间传统
友好关系的“重要契机”，也是对朝鲜人
民的“支持与鼓舞”。

《劳动新闻》22日在一篇回顾朝中友
谊历史传统、强调两国关系历久弥坚的

文章中说，“朝中关系是传统友谊与信赖
紧密结合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朝中
友好关系如今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文
章表示，金正恩委员长和习近平总书记
通过多次会晤，进一步加深了双方友
谊。文章最后强调，“坚持朝中友好伟大
传统、世代相传朝中友谊，是朝中两党、
两国人民毫不动摇的意志”。

朝鲜媒体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刘雨桐）6月21日，“110”网络扶
贫创新活动首场“扶贫达人”培训班在
渝开班。来自重庆、湖北、安徽等地贫
困县的近400名学员，将参加为期3周
多时间的线上线下培训，以提高利用新
媒体开展网络营销的能力。

“110”网络扶贫创新活动由农业
农村部信息中心与北京字节跳动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旨在通过线上线下
专题培训、流量扶持、咨询指导等方式，
帮助贫困地区培养“三农”信息创作、农
村内容电商等复合型人才，以提升贫困
地区农民信息化素养，为当地脱贫攻坚
和产业振兴提供持续动力。按计划，今年
该活动将深入我国110个贫困县，打造
10个核心示范县，辐射带动100个县。

此次在渝启动的首场“扶贫达人”
培训班，是该活动人才培训的重要内
容。期间，主办方将邀请行业专家开展
1天线下授课、3周线上培训，让参训人
员学会运用今日头条等信息平台的影

响力，同时借助长短视频、直播、图文等
形式，去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扩大旅
游资源宣传和助力农业品牌建设。

此次参训的10个贫困县中，重庆
市巫山县被确定为核心示范县，重庆市
石柱县、湖北省房县、安徽省金寨县等
9个县为辐射带动县。参训的300余名
重庆学员中，有基层农村电商运营者，
也有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从业人员和旅游、餐饮等行业从业者。
他们学成后，将充分发挥扶贫带头人的
作用，用所学网络技能助力脱贫攻坚。

“网络扶贫行动是打好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委网信办相关负
责人希望参加此次培训的学员珍惜这
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努力掌握运用新媒
体新技术推动扶贫的真本领，真正成为

“网络扶贫达人”。该负责人介绍，今
年，市委网信办还将集中更多优势网络
资源，开展网络扶贫行动，面向全市18
个深度贫困乡镇打造一批脱贫攻坚的

“乡土网红”。

提高利用新媒体开展网络营销的能力

首期“扶贫达人”培训班在渝开班

本报讯 （记者 张莎）6 月 21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财政
局、市教委主办的重庆市“爱上戏剧拒
绝网瘾”戏剧心理辅导走进西彭园区实
验学校，同时开展红樱桃“夏日心爱”心
理健康巡讲活动，号召全市心理健康志
愿者通过开设拒绝网瘾心理课堂、开展
戏剧心理辅导，捐赠青春期卫生用品、
生活用品、学习体育用品等，把关爱与
温情送进乡村学校。

“咿——呀——啊——呜——”教室
里，数十名学生正围在一起进行川剧练
声。红樱桃爱心大使、重庆市川剧院青
年演员周星雨变身为老师，手把手教授
孩子们戏剧表演动作，互动式教学让孩
子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周星雨表示，之

所以教孩子们练习川剧，就是为了打开
她们的心扉，先和她们成为朋友，然后再
以朋友的身份为她们化解心理困惑。

在心理巡讲中，志愿者们结合鲜活
的事例，分别就学生们青春期生理心理
知识、如何正确处理异性交往等方面作
了宣讲；并通过一对一的交流沟通，对
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跟踪疏
导矫正。在专业讲解和温馨互动中，孩
子们打破了拘谨、沉默，纷纷畅所欲言，
变得自信起来。

据了解，在“夏日心爱”心理巡讲活
动中，重庆市乡村学校少年宫管理办公
室将组织红樱桃义工协会走进我市
500所乡村学校少年宫，为青春期女童
开展心理健康讲座。

重 庆 市 戏 剧 心 理 辅 导 走 进 校 园
红樱桃“夏日心爱”心理健康巡讲同步开展

四川省珙县发生5.4级地震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22日22时29分，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发生5.4级地

震。截至22日23时50分，有7人在躲避地震时受轻伤，已送医院治疗。当地正在
震中区开展排查。

全球首艘超大型智能原油船成功交付
➡中船重工大船集团为招商轮船建造的“凱征”轮22日交付，这是全球首艘

30.8万吨超大型智能原油船（VLCC）。据介绍，“凱征”轮通过构建服务智能系统
的网络信息平台，实现了船舶航行辅助自动驾驶、智能液货管理、综合能效管理、设
备运行维护、船岸一体通信五大智能功能。

美国拟开始“清退”非法移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日报道，依照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指示，入境和海

关执法局可能23日开始对收到移民法院离境令的非法移民家庭启动大规模搜捕；
行动目标是大约2000户非法移民家庭，分布在休斯敦、芝加哥、迈阿密和洛杉矶等
10座城市；行动将持续数天，执法人员打算把旅馆作为临时羁押设施，用于拘押非
法移民家庭的全部成员，随后把他们驱逐出境。 （据新华社）

快读

本报罗马尼亚锡比乌电 （记者
李珩）乐起灯明，穿着红色戏服的歌妓
李亚仙缓缓走上舞台，举手投足间风情
万种……6月22日，由中国剧协选派、
来自重庆市川剧院的经典剧目《李亚
仙》在锡比乌国际戏剧节亮相，著名川
剧表演艺术家、三度梅花奖获得者沈铁
梅饰演李亚仙，其惊艳的扮相，加上高
亢哀婉的唱腔，让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
及观众动容，全场响起10多次掌声。

当地时间下午3点多，可容纳近
300人的拉杜·斯坦卡国立剧院座无虚
席。4点，演出正式开始。“叫花子，似
神仙，无忧无虑没得愁烦。”演员们俏皮

的表演顿时抓住了观众的目光。紧接
着，沈铁梅缓缓登台，精致的戏服、妩媚
动人的表演，让人难以挪开目光。

据介绍，川剧《李亚仙》由著名剧作
家罗怀臻改编自川剧传统名剧《绣褥
记》，讲述长安歌伎李亚仙与官宦子弟
郑元和的爱情故事。当演到李亚仙为
了劝郎读书而自刺双目的情节，不少观
众流下了眼泪。

“太神奇了！”在看完《李亚仙》后，当

地观众罗伯特连连赞叹说：“从演员唱
腔、身段到灯光、布景、服装，都很漂亮。”

第26届锡比乌国际戏剧节组委会
主席康斯坦丁·基里亚克表示，2016
年，当他在布达佩斯第一次看到《李亚
仙》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位美丽
的女士请到锡比乌来。

“富有诗情画意的《李亚仙》更能表
现川剧艺术的魅力。”沈铁梅说，《李亚
仙》无论是唱腔设计还是音乐创作都下

足了功夫。该剧的唱腔以本体高腔为
主，充分发挥了川剧帮、打、唱的特色，
在保持川剧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在舞
台、灯光以及服装造型上进行了革新。

演出结束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场，
热烈的掌声响起一波又一波。

在现场，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陈彦对《李亚仙》给予高
度评价：“此次演出是中国戏剧走出去
的又一次精彩表现。”

川剧《李亚仙》惊艳锡比乌国际戏剧节

本报讯 从6月21日晚到22日
晨，重庆多地遭遇强降雨。截至22日
早上8点，开州、云阳等8个区县38个
雨量站达大暴雨，黔江、涪陵、綦江等
16个区县161个雨量站达暴雨。

据重庆市高速公路客户服务中心
消息，从22日晨7点49分开始，G5013
渝蓉高速大庙、围龙、璧山、福禄收费站
入口，G5001 重庆绕城高速支坪、小
湾、双福南、西彭等收费站入口；S21江
习高速李市收费站人口；G75兰海高速
渝黔段綦江、古剑山、雷神店收费站人
口，渝武段合川、合川B、巨梁沱等收费
站人口；G93成渝环线高速渝泸段江津
南、刁家、白沙、塘河收费站入口；S0101
三环高速江綦段綦江南、北渡收费站入
口；G65包茂高速渝湘段南彭、接龙、石
龙收费站入口均因暴雨实施管制。

22日，重庆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
綦江区綦河、彭水郁江将出现明显涨水
过程，最高水位将超警戒水位。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石亨）

重庆10余区县遭遇暴雨或大暴雨
市水文局发布綦河和郁江洪水黄色预警

（上接1版）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共品香茗，大连

棒棰岛宾馆海边散步……过去一年多
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4次
会晤，结下了深厚友谊，掀开了中朝关
系崭新篇章。

“我这次访问朝鲜，就是为巩固中
朝传统友谊、开辟中朝关系美好未来而
来，为支持金正恩委员长领导的社会主
义事业、实施新战略路线而来，为推动
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实现地区长治
久安和发展繁荣而来。”

站在新起点，中朝最高领导人再次
握手，明确了两国关系在新时期的发展
方向。

宝贵的财富：
传统友谊历久弥坚

21日中午，锦绣山迎宾馆，阳光灿
烂，绿草茵茵。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
委员长一道在庭院散步交谈。

在随后的会见中，两国领导人就双
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访问实现了中朝两党两
国最高领导人在建交70周年这样的重
要年份进行历史性互访，也实现了短短
15个月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五次
会晤，这些都是中朝传统友谊生命力的
生动体现。

每次会面，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提及
中朝传统友好。

犹记得一棵树的故事：2018年 6
月金正恩委员长访华，习近平总书记特
别邀请他看一看金日成主席当年在钓
鱼台国宾馆种下的一棵松柏。金正恩
委员长感慨地说：朝中友谊就像这棵大
树，扎根土壤、四季常青。

这一次平壤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对
中朝友好态度鲜明而坚定。

在平壤木兰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双方老一
辈领导人亲手缔造了中朝传统友谊，为
我们留下了共同宝贵财富。尽管沧海
桑田、风云变幻，中朝友谊历久弥坚。”

“历久弥坚金不换”。回顾中朝关
系70年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4
条经验：

——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是中朝关系的本质属性；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
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

——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
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
关系的牢固纽带。

金正恩委员长回应说：“我完全同
意总书记同志对朝中关系的精辟分析
和展望规划。世代传承朝中友谊是朝
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回望历史，不忘初心；展望未来，携
手前行。

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安
排时间，参谒中朝友谊塔，深切缅怀志
愿军英烈，勉励后人牢记并传承中朝传
统友谊。

塔内纪念厅中央，一块重1吨的大
理石基座里保存着10本志愿军烈士名
册。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翻阅名册，认真
听取讲解。入朝作战、并肩作战、战后
重建，三幅彩色史诗壁画唤起中朝两国
人民共同奋战的难忘记忆。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

教……习近平总书记提起一个个英雄
的名字，向金正恩委员长讲述他们的光
辉事迹。

如今，中朝建交已进入第七十个
年头。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前
行。不论是在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
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
是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中朝两国人民都彼此信赖，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

这次访问，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
恩委员长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共同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
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朝
鲜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这次访朝，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表达
对朝鲜实施新战略路线的支持：“我们
坚信，在以金正恩委员长为首的朝鲜劳
动党带领下，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不
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坚定的决心：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
准确把握形势走向，切实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

20日下午，锦绣山迎宾馆1号楼
会谈厅。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
长进行了长达100分钟的会谈，就半岛
问题进行了沟通。

战略沟通，是中朝交往的传统法
宝。过去一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
正恩委员长一直就半岛形势保持着密

切联系。
去年以来，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下，半岛问题重回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
轨道，半岛形势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
展。但是，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后，半
岛问题解决进程出现新情况，不确定因
素有所上升。

半岛和平稳定的守护者，对话和谈
的推动者，长治久安的贡献者——在推
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中国发挥
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用4个

“支持”表达立场：“支持朝方继续坚持
半岛无核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
关系”“支持朝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
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
合理关切”。

访问朝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着眼
形势发展，再次强调：

“我们一致认为，政治解决半岛
问题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要继续
高举和平对话旗帜，为实现地区乃至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中方支持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为解决问题积累和创造条件。”

“中方愿为朝方解决自身合理安全
和发展关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愿同
朝方及有关各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为实
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
极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委员长说：“朝方高度评价
中方在半岛问题解决过程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愿继续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
调，努力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取得新
进展，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此刻，鸭绿江两岸，草木繁茂，满目
苍翠。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共同开创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6 月 21 日至 22 日，奉节县吐祥
镇暴雨成灾。接到灾情报告后，奉节
县迅速组织35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开
展场镇清淤、抢险修复等作业。图为
抢险救灾现场。

通讯员 刘滨清 丁敬清 摄

（上接1版）
走进云阳县龙角镇，艳阳之下，村

民们正在山坡上种菊花，品种有云皇
菊、胎菊、金丝菊等。目前，这里已形成
8000亩的菊花种植规模，年产值2000
万元以上。镇上龙头企业围绕菊花做
文章，开发出菊花面条、菊花香皂、菊花
枕头、菊花酒等，销售火爆。金秋赏菊
乡村游，每逢花季吸引大批游客。

在海拔1200多米的武隆区白马山
天尺坪，2000 多亩高山茶园错落有
致。青瓦白墙的巴渝民居，赏心悦目的

青山、茶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外出村民陆续回乡办起近20家农家乐。

期待建设长江生态经济走廊
尽管各地的生态产业初显成效，但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三峡库区绿
色发展还面临一些短板。

“路还不怎么畅通，游客到达不方
便。”每当谈到旅游景点规划时，库区干

部往往会提及交通瓶颈。目前，三峡不
少独特的山水人文景观还“养在深闺人
未识”，即便一些已开发的景区，距重庆
主城也需四五个小时车程。

产业协同不够、同质化竞争，也是
比较突出的问题。以柑橘产业为例，三
峡库区种植面积达250万亩，但品种、
上市周期大多一样，品牌知晓度、集中
度不高，滞销时有出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张文忠、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教授何伟和杨树海、李春奎等人
呼吁，加快建设三峡生态经济走廊，为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提供示范试点。

他们建议，一是支持三峡库区进一
步完善基础设施;二是完善协同发展机
制，推动库区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等各
类规划相互衔接;三是通过政策支撑和
市场化机制，探索将三峡库区生态贡献
指标化、定量化、可交易，为“生态经济
走廊”建设提供稳定的投入来源。

三峡库区开启绿色发展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