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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8月15
日是日本投降纪念日。8月14日，由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
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座谈
会，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举行，
来自全市部分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
学者在座谈会上展示了近年来我市抗
战研究取得的显著成绩，表达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
心和信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是中国
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
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是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专
家们一致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一
直是抗战史、重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更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重大课
题。近40年来，重庆对第二次国共合
作历史的研究成绩斐然。

据了解，重庆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史
研究发端于1978年，最初由有关部门
和专家学者自发进行。1980年代初，
在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关心下，重庆成立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
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由
宋平、胡绳、孔原、童小鹏等南方局老同
志牵头，他们以重庆为中心,带领原南
方局所辖省区市的党史部门，开始了大
规模的史料征集工作，也开启了重庆研

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程。这一时期
我市出版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
书》（共4题8卷500万字），是国内历史
学界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反映第二次国
共合作的发生、发展、曲折、直到最后破
裂的全景式专题资料著作。2008年以
来，重庆市实施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
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抗战史
研究进入了党委主导推动，带动社会各
方面积极参与的新阶段。以周勇教授
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历时十年，推出了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
卷，开辟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领域，
形成了以重庆为代表的抗战大后方研
究板块，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最突
出的进展之一。

座谈会上还展示了我市部分抗战
研究专家的研究进展和成果，例如侵华
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史料整理与研究、抗
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抗战时期的报纸
数字化工程、重庆防空作战研究、抗战
大后方金融研究、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
建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和重庆抗战
工程学术史研究等。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
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我们今天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一项
重要内容。”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
创新中心主任周勇称，学习这段历史
有助于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
经验和伟大成就，让我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继续前进。

我市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座谈会

专家学者齐聚 共话抗战研究成果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2019重
庆夜市文化节暨渝北艺术欢享夜市集
活动，将于8月16日晚在渝北区佳华
北宸里广场启幕。市民不但可品尝爆
款美食，看精彩表演，还可前往夜市现
场的美术馆欣赏张大千、徐悲鸿等国画
名家及罗中立、庞茂琨等油画名家的作
品。

渝北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渝北艺术欢享夜市集以“享缤纷夏
夜，品艺术生活”为主题，设佳华北宸主
会场，和蘭亭新都汇、双龙湖街道龙裕
街两个分会场。其中，主会场活动时间

为8月16日至8月25日，蘭亭新都汇
分会场活动时间为8月18日至9月15
日，龙裕街分会场活动时间为8月30
日至9月1日。

在佳华北宸里佳华美术馆、99艺
术长廊将展出上千件国画、油画作品，
其中包括书法名家赵朴初、于右任、谢
无量的书法作品，油画名家罗中立、庞
茂琨、周春芽的油画作品以及国画名
家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苏葆桢、黄
永玉的国画作品等。此外，主办方还
将展出宋瓷、唐卡、青铜钟等艺术珍藏
品。

重庆夜市文化节
暨渝北艺术欢享夜市集明日启幕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8月14
日上午，2019“体彩杯”中国重庆·巫溪
红池坝第八届国际山地自行车赛拉开
战幕。来自世界各地的500位骑行爱
好者“骑”聚海拔1800米的高山草场红
池坝，展开激烈角逐。

据了解，该赛事由重庆市体育局
和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共同
主办。该赛事自2011年创办以来，便
收获了众多拥趸，共吸引了数千名国
内外的自行车好手参与其中。和往年
类似，本次比赛设置了18公里山地自
行车赛和7公里山地自行车赛两大竞
赛项目，分为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

组、女子组和业余体验组（含外籍）四
个组别。

“与前几届赛事不同，此次我们对
国际山地自行车赛的赛道进行了全面
升级。”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升
级改造，此次山地自行车赛的赛道宽度
为7米左右，整体海拔在1720-2449
米之间，让选手在骑行的同时，也能饱
览红池坝的美景。

经过一个上午的激烈角逐，陈湘源
问鼎男子中年组冠军，胡甜甜夺得男子
青年组冠军，女子组的冠军则被选手何
冲收入囊中，选手金桢鸿获得业余组冠
军。

巫溪红池坝国际山地自行车赛开赛

作为重庆的一张文化名片，重庆
文博会举办七届以来有何发展？本届
文博会有何亮点？8月14日，重庆日
报记者对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
主任朱茂进行了专访。

“双晒”成果将亮相

重庆日报：自 2012 年以来，重庆
文博会已成功举办七届，展会规模、质
量、成交额、影响力都在不断突破，本
届文博会有何亮点？

朱茂：本届文博会有很多亮点：北
京故宫博物院首次赴渝参加文博会，
展示爆款文创产品；设置“晒文化晒风
景”成果馆，近30个区县（自治县）展
示“双晒”成果；“一带一路”国际文化
馆中，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上千种
商品与市民见面。

重庆日报：本届文博会的办展思
路以及文博会的发展愿景是什么？

朱茂：本届文博会以“文化，让世
界更美好”为主题，以“交流、交易、交
融”为宗旨。重庆立足将文博会打造

成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带动平台，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文化支撑平台，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文化示范平台以
及文旅融合、文化发展的展示交易平
台。

文博会快速成长

重庆日报：重庆文博会是如何一
步步地做大做强的？

朱茂：2012年，首届重庆文博会
在陈家坪展览中心举行，展览面积只
有1.5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109家，
仅吸引到2万人次观众观展。经过
几年的发展，重庆文博会无论在展会
规模、客商数量、关注度上都显著提
升。2018年，重庆文博会展览面积
达到6万多平方米，参展企业和个体

共计约 1100 家，吸引 25 万人次观
展，项目签约额308亿元，现场成交
额1.25亿元。

如今，重庆文博会作为我市目前
在办的唯一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会，
内容不断丰富，文化业态更加完善，曾
获得“2016年度中国十佳品牌展览
会”“改革开放40年中国品牌展会金
奖”等荣誉。

带动重庆文化产业发展

重庆日报：重庆文博会的不断发
展壮大，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有何意
义？

朱茂：重庆文博会是重庆文化产
业发展成果的集中亮相，这在一定程
度上带动了重庆文化产业升级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本地文化旅游产业项
目的策划能力、招商引资能力都得到
了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和氛围
也越来越好。

重庆日报：重庆文博会是如何拓
展海外文化市场，扩大重庆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的？

朱茂：重庆文博会充分展示巴渝
文化特色的同时，还重点突出“一带一
路”特色、长江经济带特色，突显国际
化水平。

目前，重庆文博会组委会正在积
极联系国家部委和专业协会参与指导
重庆国际文博会。今年的“一带一路”
国际文化馆展位总量规模空前，多元
丰富的文化和旅游商品将呈现于市民
眼前。

汇聚巴渝文化 饱览世界风情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朱茂谈文博会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8月14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9月12日至
15日，以“文化，让世界更美好”为主
题的第八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重庆文博会）将在重庆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重庆文博会展览
面积达6万平方米，共设5个主题展
馆，“晒文化晒风景”成果馆中，将有近
30个区县（自治县）展示“双晒”成果。

重庆文博会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是我市目前在办的唯一综合性
文化产业博览会。自2012年起，重庆
文博会已连续举办7届。上届文博会
覆盖全国25个省区市及18个国家及
地区，共吸引180个行业的近1000家
客商参展。

本届重庆文博会的主题展馆分别
为：N1馆“晒文化晒风景”成果馆、N2
馆“一带一路”国际文化馆、N3馆国家
文化传统工艺馆、N4馆特色文化产业

交易馆、N6馆融合创新文化艺术馆。
在展馆中，市民不仅可以逛创意集市、
欣赏前沿设计、体验现场手工，还能买
到故宫爆款文创产品。

“经过多年积累，重庆文博会已逐
步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化品质的品牌展
会，去年还获得了‘改革开放40年中
国品牌展会金奖’的殊荣。”组委会相
关负责任人表示，本届重庆文博会将
全面提档升级，进一步凸显国际化、实

体化、品牌化、常年化。
这位负责人介绍，本届文博会特

设的“一带一路”国际文化馆中，来自20
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展位将展销多元
丰富的国际文旅商品，闻名全球的荷兰
米菲兔系列文创产品将与市民见面。

此外，本届文博会还将举办中国
传媒年会、中国城市文化高峰论坛两
场高质量会议，以及最美幼儿园园长
评选、最重庆民宿评选等多个活动。

第八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9月12日开幕
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共设5个主题展馆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8月14
日，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在上海展览中
心拉开帷幕，500多家出版社、16万余
种精品图书在上海展览中心“汇书成
海”。

重庆出版集团和重庆大学出版社
携带数千本渝版图书和多个融媒体产
品亮相此次书展，让观众感受到渝版图
书的魅力。

“浓浓的科幻风，置身于此，如同来
到外太空，为重庆出版集团的创意点
赞。”8月14日的上海书展现场，刚刚
在重庆出版集团展区“打卡”的上海居
民王黎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据重庆出版集团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重庆出版集团主打科幻牌，
整个展区以“从原子深处到星系边
缘——阅读为你开启不可能之旅”为
主题，进而倡导人们热爱阅读、热爱
生活。“我们还把《科学可以这样看》
等精品渝版科普、科幻类读物带到现
场，让上海市民体会渝版科幻的独特

魅力。”
理论类图书也是此次重庆出版企

业推介的重点。重庆日报记者了解
到，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丛书》外，《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马
克思画传》等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通
俗理论类读物也会在上海书展上亮相
外。重庆大学出版社则带来了《改革
开放40周年·大国议题丛书》等理论
图书。

除了琳琅满目的图书外，重庆出版
企业还为上海市民带来了大量的融媒
体产品和线下活动。其中，由重庆出
版集团重点打造的智慧阅读O2O项
目——“渝书坊+”一经亮相，就吸引了
不少市民的关注。“读者可以通过该平
台，实现任意线下网点自助借阅或购买
图书，不少人都在询问该项目何时落地
上海。”这位负责人介绍。重庆大学出
版社则把《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当代版
作者、著名作家文爱艺请到现场，与现
场观众共品诗歌的独特魅力。

数千本渝版图书亮相上海书展

本报讯 （记者 王丽 实习生
张艺）8月14日，“向祖国献礼——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重庆市书
法作品展”在重庆美术馆开幕。本次展
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委、市文联共同
主办，共展出书法作品126件。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书法作
品内容既有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
为主题的诗、文、联及格言警句，亦有积
极健康向上的名言名句以及自撰诗词、
文、联作品。

据了解，本次展览从2018年底开
始筹备，面向全市书法家征集了书法
作品126件，篆、隶、草、楷、行五体兼
备，其中老年书法家作品 13件、中青
年书法家作品113件。为了提升展示
效果，本次作品将以往传统卷轴的装
裱形式改为硬性展板，每幅作品旁都
标注作品释文，方便读者更好地欣赏
书法作品。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8月 25
日，广大市民可免费参观。

书以载志抒发爱国情

126件重庆书法作品
献礼新中国70华诞

2019重庆·巫溪红池坝国际山地自行车赛比赛现场。 （受访者供图）

第七届重庆文博会，市民在体验VR。 第七届重庆文博会展场，各具特色的展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本组图片由重庆文博会组委会提供）

8月14日，“向祖国献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重庆市书法
作品展览在重庆美术馆开展。 记者 齐岚森 摄

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三
峡北线船闸将于2020年 3月 16日
8时至4月20日 8时实施计划性停
航检修，工期 35 天。届时三峡南
线船闸将单线运行，定时换向。满
足三峡升船机通航要求的船舶，可

优先通过升船机。请工商企业和
各有关单位提前做好必要的准备
工作。

特此通告。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流域枢纽运行管理局

三峡北线船闸2020年计划性停航检修通告

本报讯 （记者 崔曜）8月14日,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高速集团）与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以下简称农
行重庆市分行）开展党建共建活动,提
升窗口的服务水平,让市民出行更便
捷。

据了解,双方印发了《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民服务解难题党建
共建方案》,要求农行重庆市分行471
个网点和所有重庆市的高速路口和出
口、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加油站工作人

员全部加入到党建共建活动中来。根
据方案,双方员工要一起上党课,相互
慰问对方单位的困难职工,共同进单
位、进商圈、进社区向市民宣传金融知
识和高速交规。

重庆高速集团与农行重庆市分行
共同推出多项移动支付的便民措施。

“以后重庆所有高速收费站都将实现移
动支付。”农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行正探索运用5G技术,推动
移动支付在重庆各高速路口的应用,提
高车辆的通行效率。

高速集团与农行重庆分行
开展党建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