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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14
日晚，重庆大学张礼仁教授师生音乐会
在施光南大剧院唱响。从教40余年的
张礼仁带领他的优秀学生，用这场音乐
会为重庆大学90周年校庆献上一份特
别的礼物。

演出带来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名

曲，其中既有选自歌剧《浮士德》的《珠
宝之歌》，也有传唱度极高的《沁园春·
雪》，以及具有地域特色的《祝福三峡》，
悠扬的旋律和动人的歌声赢得现场持
久的掌声。当张礼仁带领学生唱起《我
和我的祖国》时，更是引发了台下观众
的共鸣，台上、台下一起大合唱。

张礼仁师生音乐会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9月13
日晚，中秋佳节，北碚区缙云少儿艺
术团原创节目《古风新语》荣登中央
数字国学频道“举杯邀明月”2019年
电视中秋晚会，向全国观众传递浓浓
的家国情怀。9月15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北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获得了

这一消息。
2019年8月，北碚区缙云少儿艺

术团受邀参加“举杯邀明月”2019年电
视中秋晚会。经过近半个月的排练与
准备，小团员们远赴北京，走进央视舞
台，用饱满的精神和风貌为观众带来了
《古风新语》情景剧表演。

受邀在2019年电视中秋晚会上表演

北碚区缙云少儿艺术团登上央视舞台

9月15日，为期4天的重庆文博
会闭幕。

文博会让重庆市民领略了世界风
情，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展商走
近了重庆的历史文化。

有专家指出，文博会带给重庆的，
不仅有经济效益和展商间交流碰撞的
火花，还有重庆文化如何“走出去”的
思考。

小小苗绣产品卖了10万元
促进文化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昨天，我刚刚从新加坡回国，就
听到了文博会的好消息。”9月15日，

“酉州苗绣”非遗传承人陈国桃在接受
重庆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陈国桃提及的“好消息”，是她的
公司在文博会上收获颇丰——现场销
售收入超过10万元。记者昨天在N1
馆看到，陈国桃公司的展位位于展馆
的一个角落，但“酒香不怕巷子深”，近
10位市民在选购心仪的产品。

“我们公司累计帮扶约1000名乡
村贫困妇女、聋哑学生、残疾人学习苗
绣技艺，她们亲手绣制的产品在文博
会热销。”陈国桃表示。

苗绣“火”的同时，蜀绣也“热”了
起来。15日，记者在N3馆看到，“蜀
绣”非遗传承人李飞正在指导观众体
验刺绣。她介绍，13日和14日，她的
展位迎来了很多对蜀绣感兴趣的观
众，供观众体验的刺绣工作台几乎没
有闲置的时候。“几天下来，我的微信
多了100多位好友。”她说。

对蜀绣感兴趣的还有外国观众。
李飞介绍，14日，有两位外国观众站
在工作台前，欣赏她表演刺绣，“他们
足足看了20分钟，还不时拍照记录，
看得出她们非常喜爱蜀绣。”

跨界“取经”
木雕和陶器也可以碰撞出火花

N3馆荣昌陶器展区，一件件“身
披”彩衣的荣昌陶器光鲜亮丽，造型、
装饰各具特色。

“荣昌陶器制作技艺”区级传承人
刘冬介绍，本次亮相文博会的荣昌陶
企业超过10家，比去年增长了一倍。
在本届文博会上，刘冬所在的公司和
来自重庆、云南、浙江等地的20余家
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

当然，刘冬的收获不止于此。他
介绍，他在展馆中参观时，欣赏到了
不少木雕艺术品。他想出了一个点
子——尝试将木雕的工艺和纹饰运
用到荣昌陶器上，让荣昌陶器绽放新
颜。

在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刘吉芬看
来，文博会也是一个倾听消费者意见
和建议的平台。“有的消费者建议荣昌
陶器的造型和釉色可以更加丰富，符
合现代人的审美，并且有实用价值，这
些建议我们都会认真思考。”

秀山县在文博会上也有所收获。
该县文旅委产业科科长曹培介绍，秀
山竹编、秀山花灯、龙凤花烛、土家织
锦等产品亮相文博会，有6家企业看
中了龙凤花烛等产品的市场前景，主
动和秀山县对接，意图拓宽龙凤花烛
等产品的销路。“文博会让秀山参展企
业的眼界得到了提升。”他说。

不少区县还在文博会上推介当地
的文旅项目，提升了这些项目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大足区重点推介大足石

刻文创园项目，该项目主要分为文创
旅游区、石雕加工区、石材交易区，布
局艺术家工作室、石雕文创研发中心、

“大足石刻+”电商平台等，配套酒店、
民宿、无动力游乐设施；南岸区在文博
会上推广即将在南滨路开馆的龙泉宝
剑青瓷重庆博物馆项目，该馆将展出
龙泉宝剑和青瓷；巴南区推介了华熙
LIVE、京汉凤凰城、迎龙峡影视拍摄
基地三大项目。

借船出海
为重庆文化“走出去”提供契机

部分专家学者在接受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重庆文化“走出去”，文
博会这一平台应发挥更大作用。

“通过山神漆器、荣昌陶器、三峡
绣等展品，观众看到了重庆工艺美术
发展的新成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重庆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会长蔡泽荣
表示，“文化需要交流和传播，这个平
台更是宣传重庆的历史、地域文化和
工匠精神的契机。”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在《中国
文化“走出去”》一文中认为：“我们
应该重拾中国文化自信，让中国文
化以自信、从容、高迈、尊严的姿态
走出去！”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浪潮中，
重庆文化如何走出重庆、走向世界？
对此，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
表示，重庆可“借船出海”，通过文博会

这一平台让重庆文化“走出去”。
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

而精彩。周勇表示，文博会是一座桥
梁，让世界各地的文化汇聚重庆，也让
重庆的历史文化呈现在来自世界各地
的嘉宾、展商面前。放眼世界，会发现
重庆文化有其独特个性，是世界文化
宝库中一支瑰丽的花朵。“以近日热播
的‘重庆造’历史纪录片《城门几丈高》
为例，我们会发现，越是地域的，就越
是世界的，越能打动人心。”

周勇建议，今后，文博会可围绕
“钓鱼城之战的世界意义”等问题举办
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际专家，用世
界的眼光“解题”。让世界通过重庆，
了解到一个和平、发展、对人类文明作
出贡献的中国。

文博会：重庆文化“走出去”的桥梁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周恩
来和他的朋友们”多点数字展示交
互屏、红梅棉麻围巾、红岩荷花变色
杯……9月 15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
悉，红岩联线携100余种文创产品参
加重庆文博会，获得观众热捧。其中，

部分文创产品在9月14日就已售罄。
据介绍，“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

多点数字展示交互屏长7.2米、高1.4
米，为红岩联线智慧博物馆建设的最
新成果。该成果曾在2019智博会亮
相，受到欢迎。交互屏根据红岩革命

纪念馆中陈列的同名油画设计研发，
只要点击屏幕上的历史人物，该人物
的简介、照片就会呈现在屏幕之上。
观众还可用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
码，在手机上进一步了解该人物。

“屏幕上的历史人物中，有80位

可以通过点击屏幕来获取信息。”红岩
联线产业集团副总经理胡红雨说，这
让历史文化更加形象、生动地呈现在
观众面前，方便了市民了解周恩来等
历史人物的光辉形象，让红岩精神得
到更为深入地传播，“不久后，交互屏
将被陈列在红岩村，供观众体验。”

据了解，100余件红岩荷花变色
杯已于9月14日售罄，100余本红岩
英烈卡通故事书《江姐的故事》《小萝
卜头的故事》等也近乎销售一空。

红岩联线文创产品文博会上受热捧

探索高校思政教育品质提升的高招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在承担责
任、履行义务等方面的表现，思政
水平较高的学生，更乐于承担能
够促进社会发展的工作与任务，
也愿意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如何积
极推进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工作，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作了以下
几点思考。

首先，学校可以通过校内实

践的方法让师生通过实践活动感受思
政教育的魅力。比如学校可以定期组
织学生参加“心语沙龙”的活动，让教
师、学生一同在活动中对目前社会的热
点问题、学校发展问题、师生思想问题
进行讨论，促进师生良好关系的形成，
为学校整体教育教学工作创造条件。
针对教师思政教育水平的提升，学校可
以组织教师开展“教授讲堂”活动，让教
师在讨论、分享思政教育经验的过程
中，进一步加深思政教育的认识，明确

目前思政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为完善
思政教育方法手段打下基础。

其次，学校应该重视校外实践对
于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作用和意
义。在组织常规的思政教育校外实
践时，学校教师需要根据时代发展趋
势、社会思想变化对爱国主义精神进
行深度挖掘，做到推陈出新，寓教于
行。以养成学生关注以“三农”问题
为代表的民生问题习惯为例，在讲解
相关概念时，学校可以组织学生通过

“三下乡”、“扶贫”等活动，了解农村
或者贫困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让学
生及教师能够加深对中国发展情况
的认识。

第三，学校应该做好思政教育教
师队伍的建设工作。有条件的高职
院校应该主动聘请专业的思政教师，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思政教育，条件稍
差的高职院校，也应该主动组织思政
教育教师开展针对性业务能力提高
学习活动。比如，定期组织开展考

察、学习活动，让教师学习到更多优
秀理念与优秀模式。

第四，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是开
展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思政
教师应该真正融入到学生群体中区，
观察学生日常讨论的话题，了解学生
的关注点，调查学生对社会发展问
题、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并根据学生
思想动态中存在的问题和优点，制定
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促进学生与
社会良好关系的构建。

我国众多的高职院校为我国各
行各业培养了众多的技术型人才，随
着社会的发展，人才的思想道德水平
对于其工作的开展有着明显的影响，
因此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重要的人才
培养单位，需要高职院校通过校内实
践、校外实践、做好思政教育教师队
伍的建设工作等方法推进高职院校
思政教育工作，为社会培养高水平技
术人才。

冉富匀

▲9月15日，文博会上，观众在红岩联线推出的“多点数字展示交互屏”前互动交流。

▲9月15日,蜀绣绣娘(左)正教市民蜀绣基本技艺。

▲9月15日,重庆非遗文化项目糖关刀。

▲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精美图书与精美工艺品受到市
民追捧。

(本组图片由特约摄影钟志兵摄)

9月13日中秋节，妈妈刘坤丙带
上小燕子来到杨天友家做客，一是祝杨
天友一家节日快乐，二是感谢他帮小燕
子圆了到城里上学的梦想。

小燕子家住城口县沿河乡红岩村，
杨天友在九龙坡区西彭镇经营澎湖酒
店。他们的结缘还得从九龙坡区对口
帮扶城口县说起。

按照安排，从去年开始，西彭镇结
对帮扶沿河乡红岩村，并研究制定了年
度对口帮扶计划。今年，西彭镇除了给
红岩村提供200万元资金帮扶外，还从

“两不愁三保障”、产业帮扶和精准救助
等六个方面20个子项目进行帮扶。

随后，西彭镇组织辖区内12家爱
心企业结对帮扶12名贫困学生，每人
每月资助500元，连续资助到2020年，
后期再视学生家庭情况再决定持续帮
扶办法。

“杨天友的澎湖酒店就是这12家
爱心企业之一，小燕子是他的精准助学
对象。”西彭镇党委组织委员李波介绍，
小燕子的父母都是农民，每年收入仅有
5000余元，家中还有年迈体弱的爷爷，
在外打工的哥哥每月工资仅够自己一
人开销。李波告诉记者，“虽然家境贫
困，但小燕子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担
任班长，她的梦想就是能够到城里上
学。”

去年8月，杨天友到红岩村第一次
看望小燕子，获知她的梦想后，当即表
示只要小燕子考到班级前五名，就接她
到西彭镇上学。

回到主城，小燕子上学的问题在杨
天友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么小的孩子，
每周末都要徒步一个多小时到学校；并
且小燕子语文、数学不错，只是英语差了

些；最关键的是，这个孩子上进心强，如
果改变下学习环境，或许成绩会更好。

小燕子呢，把杨天友的承诺铭记于
心，学习更加刻苦，就盼望着到城里上
学的那一天。

今年7月，小燕子小学毕业，杨天
友决定把她接到西彭镇上初中。“但是
小燕子才10来岁，谁来照顾她呢？”杨
天友和妻子经常出差，无法照顾小燕
子。最后，夫妻商定，让小燕子的妈妈
一起过来，并为她们租一套房子，再为
小燕子的妈妈在自己的酒店安排一份
工作，每月工资2000多元。“收入、住房
有了保障，还能接送孩子上下学。”

杨天友夫妇贴心的安排让小燕子母
女非常感动。8月30日，母女俩从城口
来到了西彭镇。出租屋内大到家电、小
到棉被和油盐酱醋等都准备齐全。当
晚，杨天友夫妇俩还邀请小燕子母女一
起到家做客，并为她们购买了新衣服。

9月1日开学，杨天友带着小燕子
前往渝西中学报道，每月还资助小燕子
500元生活费。

“就像做梦一样，我真的在城里上
学了。”上学两周，小燕子每天早上在杨
天友的酒店吃早饭，然后步行12分钟
就赶到学校。中午，学校午餐给她免
费；下午放学，小燕子就在杨天友的办
公室做作业，酒店会计还帮忙辅导功
课。小燕子说，“感谢杨叔叔，我一定努
力学习。”

学校环境习惯不？学习跟得上
不？食堂吃得怎样？与同学相处好
么？……中秋节一见面，杨天友就关心
起小燕子的学习生活。他鼓励小燕子
好好学习，今后考上一个好大学，用自
己的努力和勤奋过上幸福的生活。

贫困娃小燕子（化名）有个到城里上学的梦想。去
年，九龙坡的杨天友结对帮扶她们家。今年9月，小燕
子梦想成真——

“我真的在城里上学了”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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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丽）中秋节期
间，我市多所文化场馆举行了丰富多彩
的文艺演出活动，让人们在多场文化演
出中品味中秋意蕴，共度团聚。

9月12日晚，重庆民族乐团《经典
秋月》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奏响重庆国泰
艺术中心；中秋节期间，由大渡口区委、
区政府主办的“礼赞七十华诞·同抒义
渡情怀”大渡口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演唱会
在重庆大剧院中剧场激情唱响，演出最
后，全体观众和演职人员同台齐唱《歌
唱祖国》，将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和热爱

倾注在深情的歌声中。
中秋小长假首日，《仙女山的月亮》

中秋音乐会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上
演。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由重庆市川
剧院两位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获
得者孙勇波、吴熙主演的川剧《御河
桥》，也在中秋小长假首日上演。

中秋期间，话剧《银锭桥》登陆重
庆大剧院连演3场，该剧由倪大红、史
可主演，他们用最“接地气”的精湛演
技，将二荤铺的老板和老板娘表现得
淋漓尽致，演出现场笑声、掌声此起彼
伏。

中秋文艺演出好戏连台助添节日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