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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丽 实习
生 张艺）9月5日晚，重庆市歌剧院
原创歌剧《尘埃落定》在施光南大剧院
上演，并由此拉开了“向祖国献礼——
重庆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
原创剧目展演”的序幕。

据了解，本次展演活动将持续至
11月，全市共遴选出《江姐》《杜甫》
《张露萍》《尘埃落定》《天路彩虹》《红
岩魂》《幸存者》《大禹》《追寻香格里
拉》《思君不见下渝州》10台优秀原创
剧目，涵盖川剧、京剧、话剧、歌剧、舞
剧、杂技、民族管弦乐等多种艺术形
式。展演期间，还实行惠民低价票政
策，在高校以外剧场开展的演出，每场
演出均会安排40%的座位推出惠民
票，票价分别为20元、30元、50元。

在5日晚的展演首场演出中，随
着序曲响起，大幕拉开，一个偷麦琪土
司家罂粟种子的外族人被逮住，拉下
去砍了头。山上，麦琪土司家的傻子
二少爷与侍女卓玛谈情说爱，歌声委
婉动人。二少爷的一群伙伴在一旁打
趣逗乐，母亲出场，怒斥卓玛与二少爷
嬉戏玩耍……

歌剧《尘埃落定》根据阿来获茅盾
文学奖同名作品改编而成，以魔幻现
实主义的手法，通过讲述一个藏族土
司家庭没落的故事，折射出旧社会的
必然衰亡。

当第一幕中藏族音乐唱词“呀啦
哩嗦”响起时，歌剧《尘埃落定》所呈现
的藏族味道也扑面而来。乐队指挥许
知俊介绍，在该剧中，作曲家孟卫东以
民族音乐为主线，运用独唱、合唱、重

唱等演唱形式，在配器等作曲手段中，
融入西方作曲特点，使其丰满而厚重。

“经过40余场演出、各种版本实
践，此次参加展演的两场《尘埃落定》，
在内容上又有新的改变。”歌剧《尘埃
落定》导演廖向红介绍，从首演至今，

该剧已经进行了五轮修改，本次演出
为了更好地塑造二少爷这个主要形
象，特意加强了他的出场音乐及配乐
部分，尤其引入了陶笛演奏，更好地强
化了二少爷的音乐形象。

“我已经是第二次看歌剧《尘埃落

定》了，编剧能够将小说中超过30万
字的内容浓缩在两个小时内演出，而
且将主要人物都塑造得非常立体、充
满戏剧冲突，可见创作团队是下了苦
功夫的。”来自南岸区的市民王斌当
晚带着女儿再次观赏该剧后说。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庆10台优秀原创剧目献礼国庆
1950 年 6月，朝鲜内战爆发，

美国政府纠集“联合国军”进行武
装干涉，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
中国台湾海峡。此后，侵朝美军越
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并出动飞
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直接威胁到
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虽然当时中
国正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
紧急任务，但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的请求，中共中央多次召开
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在10月上旬
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
性决策。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
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
作战，到 1951 年 6月，历时 7个多
月，先后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
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

现了无数英雄人物：罗盛教、黄继光、
杨根思、邱少云……为了朝鲜人民，
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许许多多的
英雄包括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
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
同时，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
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军参
战，捐献飞机大炮，慰问志愿军，订立
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有力
地支援了前方作战。

1951年7月，朝鲜战争进入“边
打边谈”阶段。经过两年的相持，交
战双方于1953年 7月签署停战协
定，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是保
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这场
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
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
例，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
民心目中的威信，提高了中国人民的
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中国的国
际地位空前提高，为我国的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
和平环境。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

70年沧桑巨变，世界见证中国
前行的铿锵步伐——从封闭落后迈
向开放进步，前所未有走近国际舞台
中央。中国声音激荡，彰显东方大国
的不凡风范。

与178个国家建交、已与136个
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影响
力、感召力、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行

大道、担大义、谋大同的豪迈气度。
●中国气度，源于以和为贵

的历史传承。
●中国气度，源于海纳百川

的开放包容。
●中国气度，源于天下大同

的追求信念。
（据新华社）

中 国 气 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述评之五

前不久，2019年度“邓文中奖学
金”颁发仪式在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
（中国）有限公司大楼内举行。30名
来自我市各区县的优秀贫困大学新
生，依次从邓文中手中接过了8000元
至49000元不等的奖学金。

这笔钱，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意义
重大。

“他真是一个让我们见面就很想
叫爷爷的人，非常亲切和蔼。”提及邓
文中，今年的受助学生李柯汶满怀感
激，“这笔奖学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李柯汶今年获得了44000元的奖学
金，这足以让她不再为学费而发愁。

2007年，邓文中在重庆设立“邓
文中奖学金”时，其初心便是让那些考
上了大学却没钱读书的学生，有书
念。如今，13个年头过去了，“邓文中
奖学金”已成功帮助366名重庆籍贫
困大学新生顺利进入校园。这366名
来自重庆的贫困学生，成了邓文中口
中的“重庆帮”。他们聚是一团火，散
是满天星，其中不少人已在各行各业
中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25年前设立公司扎根重庆

邓文中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桥梁界的名
人，由他设计的桥梁遍布五大洲。
1999年，美国建筑工程界最权威的
杂志《工程新闻记录》评选出在过去
125 年中，对工程领域贡献最大的
125位人物，邓文中作为顶尖的桥梁
工程师入选。

1994年，当邓文中计划在中国成
立公司时，他第一时间便想到了重
庆。这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为什么
会选择把公司设立在重庆，这其中颇
有些渊源。

1985年，为参观三峡，邓文中第
一次来到重庆，重庆独特的地形给他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喜欢它有山
有水，窈窕而秀气。这是一个非常适
合建设桥梁的城市。”谈及对重庆的
初印象，邓文中回忆说，当时的重庆
主城，只有牛角沱嘉陵江大桥与重庆
长江大桥两座桥梁，桥梁建设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除了山水、桥梁，重

庆人耿直、豪爽、不排外的性格，同样
是邓文中选择将公司落户重庆的原
因之一。

1994年，邓文中的公司在重庆正
式成立。然而，他的造桥之路却并非
一帆风顺。直到2003年1月，他才拿
下在重庆的第一个项目——菜园坝长
江大桥。此后，邓文中与他的林同棪
国际公司才真正与重庆的桥结缘。

从投标到完成菜园坝大桥的设
计，邓文中用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
为了全心全意把大桥设计好，以往不
常待在重庆的邓文中，那一年在重庆
足足待了10个月。

一座称得上好的桥，必然是和城
市本身的氛围、格局相搭配的。为了
让菜园坝大桥更具备重庆独有的风
味，年近七旬的邓文中一头钻进了地
方志。他说：“菜园坝大桥是我在中
国亲自设计的第一座大桥，为此我专
门研究了重庆这座城市的地貌与历
史。它好像是一位仕女，在这样的地
貌中，桥梁应当尽可能纤秀，因此我
采用了箱型等截面拱肋和提篮式系
杆拱。”

也正是这座桥，将邓文中与重庆
绑在了一起。之后，他先后设计了重
庆石板坡长江大桥复线桥等大大小小
的桥梁。其中仅重庆市内，他设计的
跨江大桥便有10余座。可以说，以菜
园坝大桥为起点，邓文中与林同棪国
际公司在重庆真正扎下了根。

心受触动设立“邓文中奖学金”

2007年，菜园坝长江大桥建成通
车，“邓文中奖学金”也在这一年成立。

那年，邓文中偶然看见报纸上有
关其他城市资助贫困学生的消息，便
萌生了办一个助学金，帮助重庆贫困
学生的想法。念头一冒出来便止不
住，他立即开始着手助学金相关的事

务，将受助目标确定为成绩好，却不能
够负担学费的应届大学新生。

之所以选择资助大学新生，邓文
中有自己的考虑。“奖学金最重要的作
用是把贫困学生从农村推到大学，不
帮着推他们一把，他们就出不来，没有
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到了大学之
后，他们的生活才有更多机会。”说到
这儿，邓文中顿了顿，笑着说，“没有奖
学金，我当年也读不了书。”

从大学到博士，奖学金给了邓文
中巨大帮助，基于自己的求学经历，他
明白，一笔能交上学费的钱，一张进入
大学校园的学费收据能给一个无力负
担学费的学生怎样的帮助。

1949年，广州市内的学校停课，
小学还没有毕业的邓文中随家人到了
香港，此后便一直在香港读书。而当
时，他家里的生活一直入不敷出。考
入珠海书院的那一年，一个美国公司
在香港设立了奖学金，资助因为家庭
贫困而不能继续学业的学生。在争取
奖学金的考试中，邓文中名列前茅，拿
到了来之不易的奖学金，成功上了大
学。“设立‘邓文中奖学金’多少还是和
我自己的求学经历有关，对于无法负
担学费的困难我有过切身体会，我希
望优秀的学生不要被钱难倒在大学的
门口。同时，我也希望为重庆做点
事。”邓文中说。

奖学金设立第二年，邓文中与重
庆市青基会达成合作，由青基会每年
在全市各个区县寻找优秀贫困新生，
然后将候选名单推送给邓文中，由林
同棪国际公司负责对受资助学生进
行考核，以及确定奖学金发放的金
额。

从选择奖学金发放的目标人群，
到奖学金的发放方式，邓文中一直都
秉承着让优秀学生安心读书的观念。
与其它直接发放奖学金的方式有所不

同，邓文中要对所有候选学生进行为
期两天的考察，亲自甄选、亲自出题、
亲自面试。奖学金发放金额，邓文中
同样颇为讲究，每个学生至少可以得
到几千元的奖学金，最优秀的6人将
分4次得到4年的奖学金。例如今
年，共有30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其中，
24名同学每人一次性获得8000元助
学金，其余 6名优秀学生每人获得
44000元到49000元不等的四年奖学
金。

资助学生不仅止于金钱

“重庆帮”里有自2007年以来入
学的各届学生，他们有的已经开始工
作；有的已经完成大学学业，正在攻读
硕士、博士；有的才刚刚进入校园。但
无论是什么专业，什么年龄，来自哪
里，每年一次的“重庆帮”聚会，都是大
家翘首以盼的节日。举办聚会是邓文
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这300多个
优秀的人，是一股力量，需要一个平台
让他们交流学习，相互帮助。”

而每一年的聚会，邓文中再忙也
会抽出时间参加，从未缺席。他认为，
除了在经济上资助学生以外，还应该
在生活上、思想上给予学生关心。

比起单纯的经济资助，这种方式
更难能可贵。因为在邓文中眼里，发
放奖学金仅仅是一种物质帮扶，为学
生后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同样至关重
要。

第一批奖学金的获得者刘婷对此
深有体会。她说：“邓爷爷对我的帮助
很多，当时的学费和一部分生活费都
是来自邓爷爷发放的奖学金。但对我
来说最重要的是和邓爷爷的日常交流
以及从中受到的感染，可以说获得‘邓
文中奖学金’和认识邓爷爷是影响我
一生的际遇。”

2016年，博士毕业回国工作的刘
婷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伴侣，在婚礼举
行前夕刘婷想到，自己今天的幸福生
活和邓爷爷的关心帮助分不开。于
是，她打算邀请邓文中做她的婚礼证
婚人。“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因
为邓爷爷年纪大了，而且他的工作非
常繁忙，不一定能参加。但没想到，我
一说邓爷爷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为了参加婚礼，年近80岁的邓文
中专程从重庆飞到山东，见证自己帮
助过的学生找到幸福。

现在，工作多年的刘婷依然不会
错过每年的“重庆帮”聚会。“聚会可以
让我们这些从重庆走出来的学生相互
了解、交流，联络感情，是一个非常好
的平台。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聚会上
还可以看到邓爷爷，和他谈谈工作，谈
谈生活，这会让我们受益匪浅。”刘婷
说。

“只要我有能力，奖学金就会一直
办下去。”邓文中肯定地说。其实，无
论“邓文中奖学金”持续办到什么时
候，这些受过帮助的重庆学生一直都
在，“重庆帮”一直都在。

桥梁大师邓文中和他的“重庆帮”
13年来，“邓文中奖学金”帮助366名重庆籍贫困大学新生顺利进入校园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实习生 袁凯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徐若菡）“最是书香能致远，让更
多的孩子爱上阅读，是我作为教师的
责任，也是我的梦想。”9月5日，第五
届重庆市“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
共成长”人生规划大赛主城片区赛现
场，一段情景剧正在上演，伴随着孩
子们的朗读声，九龙坡区职业教育中
心老师陈俊格喊出了自己的梦想宣
言。

本次比赛在九龙坡区举行，来自
渝中、江北、渝北等10个区的28名
选手讲述了自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
规划。

“家是人生的起点，也是梦想启
航的地方，教书育人是老师的职责，
但孩子能否拥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家
长的教育也至关重要。”作为一名教
师、一位母亲，陈俊格希望每个孩子
能够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陈俊格认为，家是人生的第一个
课堂，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
陪着孩子一块读书，对培养他们的阅
读习惯能起到很大作用。因此，她不
仅自己陪着孩子读书，还专门建立了
微信群，邀请儿子的同学们一起读
书，每天完成早读和晚读打卡。

“给孩子找到阅读伙伴，能帮助
他们共同成长。”在陈俊格建立的班

级学习群里，家长们共同分享好书，
孩子们互相激励成长，阅读在孩子们
眼中渐渐从枯燥的事变得有趣起来。

谢家湾街道宣传干事唐敏在听
完选手们的演讲后很有感触。她说，
选手的年龄、职业各有不同，但他们
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十分清晰，“我们
街道刚成立了乐善志愿服务中心，我
对公益的理解也还在起步阶段，看到
比赛中有专门从事志愿服务的选手，
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与公益相关
的知识。”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沙坪
坝区的于子超、南岸区的苏梦琦，南
岸区的王卓维、江北区的苏小玲，九
龙坡区的温浩一、江北区的毕刚，分
别获得学业规划组、生活规划组、事
业规划组的一等奖，他们将进入全市
总决赛继续比拼。

据介绍，从2014年起，由市委宣
传部牵头举办的人生规划大赛，引导
市民根据自身实际量身制订人生规
划，激励人们把个人梦想融入伟大梦
想，讲述精彩故事、分享追梦历程、畅
谈筑梦感受，在追逐出彩人生中共
享祖国荣光、感受生活美好，至今累
计超过39.1万人次讲述故事。今年
4月，第五届人生规划大赛启动，全
市超过7.8万人次参加初赛。

“ 中 国 之 度 ” 系 列 述 评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人生规划大赛主城片区赛举行

28名选手讲述追梦故事

1953年7月，中朝两国军队发动对敌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歼敌5万
余人，迫使侵略者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这是志愿军某集团军坦克部队在
战前宣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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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重庆市歌剧院原创歌剧《尘埃落定》在施光南大剧院上演，拉开“向祖国献礼——重庆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优秀原创剧目展演”序幕。 记者 齐岚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