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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至18日，由重庆“靶点影
视”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城与人》第一季
在重庆卫视《中国故事》栏目播出，受到
观众好评。

这部纪录片中，城与人之间发生了
怎样的故事？8月20日，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了该纪录片主创吕真。

一部120个重庆人的故事集

纪录片《城与人》的第一集《传承》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讲述了6
位国家级、重庆市级非遗传承人的故
事。他们中有88岁的织布（夏布）国家
级传承人颜坤吉、63岁的蜀绣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康宁、江津烧酒传承人王河
川等等。

2012年，“靶点影视”负责人吕真
从美国游学回渝。走在重庆街头，吕真
发现很多曾经熟悉的路都已不见了。
城市在不断变迁，那么住在城市里的人
又有怎样的变化？经过两年酝酿，吕真
开始把镜头对准生活在重庆的人们，记
录他们的生活。

此后的5年里，吕真带领团队寻访

400余位重庆人，并以口述历史的方式
拍摄这些重庆人的故事。

“他们中既有百岁老人，也有青少
年。”吕真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选用年龄跨度较大的120个重庆人
的故事来展现重庆70年的变化，特别
有意义。

据了解，《城与人》共分为4季，每
季5集，每集时长30分钟左右。纪录
片以不同行业、不同年龄阶段的重庆人

的经历为主线，讲述他们的故事、手艺
和情怀。

一首献给普通人的叙事诗

5平方米的房间里，几乎被两张理
发专用皮椅填满。51岁的何国林在为
顾客修面、理发。在《老行当》中，裁缝
颜永恒、杆称制售手艺人王泽喜等人的
出现为该片增添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棉花匠、裁缝这些手工匠都曾是我

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值得拍摄保
留。”吕真说，如今，不少老行当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但小巷里仍然保留着一些。

吕真说，“在拍摄过程中，每一位主
人公的故事都打动过我”。

纪录片在重庆卫视播出后，吕真不
断收到来自采访嘉宾的反馈。“他们说，
以前觉得自己做的就是一些很普通的
事，但被拍下并播出后，感觉特别美
好。”吕真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希望
能继续拍下去。吕真的第一个目标是
拍1000位重庆人的故事。

一幅流动的重庆人文画卷

“如今的重庆，迫切地呼唤《城与人》
这样的重庆原创作品。”重庆地方史研究
会会长周勇评价道，《城与人》是一个重
庆人的作品，一部重庆题材的作品，一家
重庆机构制作的作品。它在重庆卫视播
出，既是对“靶点影视”的肯定，更是对重
庆观众新期待的回应，难能可贵。

“《城与人》将重庆故事、重庆生活、
重庆性格、重庆名人向全市、全国、全世
界讲述、传播，很有意义，应该为之点
赞！”重庆文化学者何智亚评价道，《城
与人》记录的是重庆社会变迁和城市发
展的见证者、经历者、参与者、建设者。
他们的精彩人生，从多个纬度记录着重
庆的人文历史、市井民俗、百业百态，保
护、挽救、传承着城市宝贵的物质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值得尊重、学习、宣传。

纪录片《城与人》主创吕真：

“每一位主人公的故事都打动过我”
本报记者 王丽

你知道麻风病吗？你想象中的麻
风病人是什么样子？面容恐怖？冷漠
孤僻？离群索居？对世人来说，难免
会有偏见。

罗升群却不同。自2006年起，她
在麻风病防治一线整整干了13年，将
爱和关怀送到麻风病患者身边。今年
初，她获得了中国医学最高荣誉之一

“马海德奖”，也是我市唯一获此殊荣
的医生。

“我是不是也会被传染”

巴南区皮肤病防治院麻风病住
院部位于百节灵佛山半山腰上，这
也是罗升群工作的地方。和想像中
不同，住院部是小洋楼，里面有影音
室、麻将室、康复室，周边围绕着果
蔬园。

“几十年前，这里是让人闻之色变

的麻风村。”该院麻风病防治科科长罗
升群回忆说，2006年，27岁的她被分
配到巴南区皮肤病防治院工作。

罗升群还记得当时老院长第一次
带她去住院部的情形：一路上，她心里
一直在打鼓，后来离开时，老院长嘱咐
她用肥皂洗个手，她就想：“我是不是
也会被传染？”

让她没想到的是，和她一起去的
医生并不会和麻风病人保持距离，而
是查看他们的身体，近距离和他们交
谈，如同回家看望亲人一样。

不过，身边的朋友却不理解，起初
甚至连家人都很担忧。“记得刚过来工
作时，本来和原来医学院的朋友们约
好晚上吃饭，可当我说上午去过麻风
病住院部时，朋友们就要改天再约
了！作为医生的我们最开始都不了
解，何况是普通人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
的天职，何况是更需要救治的麻风病
人！”在经过思想斗争后，罗升群留了
下来。这一留就是13年。

工作条件艰苦、病情会传染、社会
上的不认同……面对各种质疑及市区
三甲医院伸出的橄榄枝，罗升群也曾
动摇过。可是一到院区，看着在医院

任劳任怨默默工作了几十年的前辈
们；面对病人那无助和依赖的眼神，想
着医院将面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
尴尬局面，罗升群又坚定了信念。

“面对病人时，她总是很冷静，能
及时掌握病情，让病人踏实放心，可
是面对我们时，她常常会为这些病人
掉眼泪。”这是巴南区皮肤病防治院
院长李幸萃对罗升群的评价。对医
院的病人来说，罗升群是他们的希望
所在，每个病人都有罗升群的手机号
码、微信，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
时找她。

72岁的老张因患麻风病残疾多
年，医院虽多次给其家人做工作，但他
们还是不肯接受老张。渐渐地，罗升
群成了老张的亲人，为他清理溃烂的
伤口、敷药和他聊天解闷……在老张
离世的那天，他的家人收拾完遗物后，
突然集体在罗升群的办公室门口长跪
不起，嘴里念着：“谢谢，谢谢，我们有
罪，我们对不起老人家……”

“不要怕，一切都会好的”

对麻风病人来说，除了要重视他
们的疾病治疗外，还要关注对他们的
心理疏导。在接待病人的过程中，“不
要怕，一切都会好的”成为罗升群常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正是因为她的耐

心开导，不少患者才重拾了战胜麻风
病的信心。今年32岁的麻风病患者小
王就是其中一个。

2017年，罗升群第一次见到小王
时，小王说：“医生，治不治得好都无所
谓，得了这病，我算是完了。我决定以
后不回家，也不会再见孩子们，免得让
他们被人指指点点的。”这些话一下子
击中了罗升群。“从医十几年，这几乎
是所有麻风病人的心声。我真的特别
心疼，所以我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个
病能治，让他们别怕！”

于是，罗升群慢慢开导他，小王也
以积极的心态接受了治疗。治愈后，
去年小王回了家，自主创业养起了小
龙虾。

“现在很多人对于麻风病还是不
了解，所以莫名恐惧，我们的科普宣教
工作依旧任重道远。”罗升群说，在麻
风病防治这条路上，她还将继续走下
去，直到消除麻风病危害。

在麻风病防治一线干了13年的女医生罗升群：

“不要怕，一切都会好的”
本报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8月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近日发布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
果，我市24家单位的860个项目获立
项资助，直接资助经费4.24亿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国家级
科研项目之一，在推动我国自然科学基
础研究的发展，促进基础学科建设，发
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占有重要
地位。其资助类别可分为面上项目、重
点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等。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称，今年我
市获批立项资助的项目呈现出三大特
点。一是资助经费持续增长。我市连
续三年获直接经费资助超4亿元，今年
再创历史新高，分别比去年和前年增
长2%和6%。其中重庆大学、陆军军

医大学获直接经费均超1亿元；二是医
学领域优势明显。我市在医学领域获
批立项数量达到324项，占立项总数的
38%，获直接资助经费1.66亿元，占总
资助金额 39%，占比均比去年提高
4%。其中陆军军医大学、重庆医科大
学分别获批立项194项和119项。市
属医疗机构立项数也取得历史性突
破，重庆市中医院获批立项8项，重庆
市妇幼保健院获批立项1项；三是人才
项目稳步增加。此次获批的项目中，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有11项，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有4项，分别比去年
增加了2项和1项，保持稳定增长态
势。陆军军医大学连续3年获得创新
研究群体项目，在高血压、肿瘤干细
胞、脑科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达到国
际前沿水平，实现从“跟跑”向“并跑”

“领跑”转变。

我市860个项目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4.24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 月 21
日，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重庆还
将持续晴热天气，部分地区可能出现
雷雨或阵雨，全市最高气温仍将维持
在40℃到41℃。

据市气象台预计，受副热带高压影
响，我市高温天气将持续到26日，大部地
区日最高气温37～39℃，开州、奉节、云
阳、江津等地日最高气温将超过40℃。
27-28日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如下：21日夜间
到22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东北部偏

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22～40℃，城口及东南部21～36℃。主
城区：晴间多云，气温28～38℃。

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各地晴到多
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大部分
地区气温22～40℃，城口及东南部21～
36℃。主城区：多云间晴，气温29～38℃。

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各地晴到
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大部分地区气温22～41℃，城口及东
南部20～37℃。主城区：晴间多云，气
温28～39℃。

未来三天我市最高气温仍在40℃~41℃
高温天气将持续到26日

本报讯 （记者 黄乔）8 月 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
悉，我市出台新政策，市外失业人员可
在重庆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需要满足2个条件才可享受待
遇。”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
是市外户籍（含香港、澳门、台湾）来渝
就业的；二是在我市参加失业保险1年
以上、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条件的失
业人员，可在我市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该负责人介绍，自2019年8月19
日起，尚未申领或划转失业保险待遇
的市外失业人员，可自愿选择在参保

地或户籍地有关经办机构申领失业保
险待遇。

对市外失业人员选择在参保地区
县（自治县）经办机构申领失业保险待
遇的，参保地区县（自治县）经办机构
按《社会保险法》及我市现行相关规定
进行审核发放和管理服务。对市外失
业人员选择回户籍地享受失业保险待
遇的，各区县（自治县）经办机构仍按
原有关规定进行待遇划转。

如其户籍地拒绝接收或待遇划转
困难，参保地区县（自治县）经办机构
应受理其待遇申领。

我市出台新政策

市外失业人员可在重庆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8月2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
2019“一带一路”中欧篮球冠军杯将于
9月20日—22日在渝北举行。

据了解，首届中欧篮球冠军杯是
由重庆市体育局和渝北区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未来将固定在每年8-9月在
重庆市渝北区举行。该赛事旨在通过
邀请欧洲篮球冠军联赛、欧洲各国篮
球联赛的顶级俱乐部来到中国，与

CBA顶级俱乐部进行对抗赛的方式，
促进中欧篮球交流。

据悉，今年来渝参赛队伍为广东
东莞银行俱乐部、新疆广汇汽车俱乐
部、德国的EWE奥尔登堡俱乐部和俄
罗斯的诺夫哥罗德俱乐部。整个比赛
采用单循环的形式，届时除了易建联、
赵睿、周鹏、任骏飞等国手外，布鲁克
斯和威姆斯等好手也将来到重庆，为
重庆篮球爱好者带来6场高水平赛事。

首届中欧篮球冠军杯9月开赛

本报讯 （记者 崔曜）8 月 20
日，中冶集团企业开放日活动在中冶
建工集团重庆华侨城B19项目工地上
举行。活动邀请了市总工会工作人员
和华侨城业主代表前往施工现场，了
解工程进展，并慰问一线施工人员。

据了解，市总工会工作人员为一
线员工发放了牛奶、藿香正气液、花露
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并叮嘱大
家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注意防暑降
温。华侨城项目相关负责人向市总工
会工作人员和业主代表介绍了现场智
慧工地运行、安全文明施工、质量管

控、施工工艺等情况。
据介绍，华侨城B19项目的智慧

工地建设也走在前列，赢得业主代表
点赞。由中冶集团自主研发的智慧工
地平台已上线，并对华侨城B19项目
现场建设方、监理方、施工方实现多方
多级管理。该平台能够联动视频监控
和环境治理设备，监测工地上风向、风
速、气压、温度、湿度、PM2.5、PM10、
噪音等数据。一旦出现环境污染，平
台就会通过智能识别、大数据分析、自
动反馈等机制，启动雾炮机、塔吊喷
淋、围挡喷淋等设备及时处理污染源。

中冶建工集团重庆华侨城项目
打造智慧工地促进工程建设

8月17日，航拍大足区拾万镇五
彩田园，各种颜色的田块构成“重庆隆
平五彩田园景区”图案，吸引不少市民
前往观赏。2018年9月，“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的“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
大足区，开展水稻科学研究。今年，大
足区拾万镇试种五彩田园水稻300亩，
其中常规稻150亩，五彩稻150亩，目
前 测 产 平 均 亩 产 可 达 450 公 斤 以
上。 特约摄影 高兴明

五彩田园

重庆目前有18个深度贫困乡镇和
33个未销号贫困村。在8月21日举行
的全市“万企帮万村”工作推进会上，我
市民营企业聚焦这18个深度贫困乡镇
和33个贫困村，以产业扶贫、消费扶贫
为重点，与贫困乡镇、贫困村“结对”。

金科股份与奉节县平安乡、市总商
会旅游商会与巫溪县兰英乡兰英村、市
餐饮商会与酉阳县车田乡清明村等签
订结对协议……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万企帮万村”的推进重点就
是增强“造血功能”、发展产业，引导民
营企业聚焦深度贫困乡村。

金科地产集团党委书记曾多次深入
走访深度贫困乡村，“很多至今未销号的

贫困乡村有一个共性，就是基础设施差，
生存环境差，产业带动差。”在昨日举行
的推进会现场，金科地产集团向巫溪县
天元乡捐赠2250万元，用于当地基础设
施建设；向涪陵区捐赠1500万，定向用
于修建涪陵区中心福利院综合楼……

除了捐赠，更多的民营企业开始将
视角转向产业扶贫，增强贫困村镇的自
身“造血功能”。

重庆三磊田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三磊田甜”）大力发展猕猴桃产
业，已累计投资2.8亿元，完成自有标
准化基地12000余亩，成为市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企业自身获得发
展的同时，还建立起脱贫长效机制，建

设了精准产业扶贫、农村产业融合股权
分红等项目。

“产业扶贫的关键是走标准化、品
牌化、产业化发展之路。”三磊田甜相关
人士介绍，目前已建立了冷链物流中心
和产品营销中心等配套项目，打造了

“黔江猕猴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
为产业扶贫打下了坚实基础。

金科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红云
透露，2019年该集团将投入6850万元
在深度贫困乡镇和未销号贫困村进行
产业扶贫。

“我们在石柱县中益乡，将投4500
万元打造‘金科·中华蜜蜂小镇’，发展
蜜蜂产业；在奉节县平安乡，投入1000

万元打造‘金科·豆腐柴产业扶贫基
地’；在奉节县草堂镇投入500万元打
造金科猕猴桃产业扶贫基地……”张勇
介绍说，每个产业扶贫项目，公司都经
过了反复论证，并有详细的调研报告和
项目书。

民营企业助力脱贫攻坚，除了资金
和项目落地，还借助电商平台、利用整合
营销等新手法、新理念，提升扶贫水平。

电商平台“联成E家”在我市开展
消费扶贫。该项目负责人介绍，在网上
已建成“重庆帮扶馆”以及城口、巫溪、
彭水、石柱等区县“帮扶馆”，“以买代
捐、以购代帮”，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提供产品与服务。

做实产业扶贫 创新运营模式

重庆民企结对帮扶深度贫困乡镇和贫困村
本报记者 仇峥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8月21
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数字内容资
源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重庆出
版集团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签署合
作协议，成为该平台重要数字内容资
源合作伙伴之一。随后，用户可以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浏览、阅读由
重庆出版集团提供的优质丰富的内容
资源。

“学习强国”平台是由中宣部主管
的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要内
容，立足全体党员、面向全社会的优质
思想文化聚合平台，极大地满足了互联
网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多
样化、自主化、便捷化的学习需求，为建
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推动建设学习大
国做出了贡献。该平台自2019年1月

上线以来，目前用户已达到1.3亿。
重庆出版集团作为中国有较强影

响力的出版机构，努力打造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最新成果的出
版重镇，推出了大量优秀出版物，赢得
了业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近年来，集
团把融合发展作为优先发展战略，大力
推进“内容出版、出版数字、数字经济、
经济服务、服务内容”的数字出版生态
建设，推动由传统出版向提供优质阅读
服务转变，取得显著成效。

签约仪式上，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
中心主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总编辑
刘汉俊与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邱振
邦进行现场签约。双方的合作将有助
于发挥各自优势、聚集优质资源、打造
文化品牌，共同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学习
服务、知识服务、阅读服务。

重庆出版集团与“学习强国”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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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升群。 记者 李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