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市场

截至2018年底，全市各类

藏品数62万余件，博物馆

总 数 达 100 家 ，接 待 观 众

3797.99万人次，历史、革

命、抗战、工业、自然五
大博物馆群更加
健全，主体多元、
结构优化、层级
合理的博物馆体
系基本形成。

各类藏品文化机构

2018年，全市公共图书馆总藏

量 1807.94 万册、电子图书

1326.41万册，全年总流通人次

1604万人次。

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全
面 推 进 ，建 成

1433个图书馆

分馆，全民阅读活
动同比增加45%。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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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之变重庆之变··文化文化

书韵飘香满山城 文化繁荣兴巴渝

重庆文化重庆文化··大事记大事记

我和电影的缘分始于1977年。那
年,退伍不久的我参加了乡村电影放
映队,成为了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

我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70年代
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我只要走
到村子里，小孩子们就会跑到我身边
看稀奇，大人们则会赶紧去坝子里占
位置。一场电影通常有上千人来观
看，场面非常壮观。虽然人们十分热
情，但当时的电影放映条件却十分简
陋—当时农村普遍还没有通电，故在

放映电影前，我要把发电机挑上，现场
发电。此外，我主要使用松花江牌
5502 型 35 毫米座机、甘光 F16-GS 一
体机等胶片机，操作难度大，还要自己
来剪接胶片。

到了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整个电影的放映条件有了很大改
善。我清楚地记得，90年代初，我的设
备升级成长江F16型电影放映机，相比
于之前的放映机，它的亮度提高了一
倍。

对我而言，经济社会的发展除了
让我的设备更新换代外，更重要的是
拓宽了我的电影选择面。作为一名农
村电影放映员，我每次都会在放映前，
到江津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拿片源。
80年代是电影公司给什么，我就放什
么,基本没什么选择权；90 年代之后，
我每次都会在放完电影之后询问观众
下次想看什么电影，并把观众的意见
反馈给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尽量满足
观众的需求。

2010 年后，随着数字影院的普
及，去电影院看电影已成为老百姓的
一种生活方式。根据今年4月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8年重庆电影市场票房
总数突破 15 亿元。随着票房而改变
的，还有整体的电影放映和观看环
境，数字放映机取代了胶片放映机，
以金属幕布、软幕为代表的电影幕布
也取代常规幕布，给予市民更好的观
影享受。

随着重庆的电影扶贫工程的持续
推进，农村看电影也再也不会是个难
题。相信随着100个乡镇室内固定放
映厅的陆续建成，以我为代表的农村
电影放映员也将结束流动放电影的使
命，进而和所有普通观众一样，坐在固
定放映厅内，欣赏最新上映的电影。

观影设备见证文化发展
口述人：江津农村电影放映员 程烈超

重庆重庆文化文化··口述口述

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
70 年前，在重庆大地上，博物馆、图书

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屈指可数，乡镇文
化站几乎一片空白。而截至2018年底，全市
有文化馆 40 个、公共图书馆 43 个、文化站
1027个、博物馆100个，“两馆一站”国家等级
率位居全国前列。

70年前，在重庆舞台上，艺术表演团体
寥寥无几。截至2018年底，全市文化市场经
营机构达 7533 个，非国有艺术表演团体
1549个，舞剧《杜甫》、川剧《江姐》、歌剧《尘
埃落定》等百花齐放，演艺市场规模井喷式

增长。
70年前，在重庆经济体中，文化产业可

谓“一穷二白”。截至2018年底，全市文化企
业总数达11.8万家，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600
亿元，产业发展兴盛繁荣。

三千年弦歌不辍，七十载历久弥新。
重庆“靓”了，“靓”在面子，更在里子。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咬定建设“文化
强市”奋斗目标，不断守正创新，大力推动文
化事业繁荣发展。

一座书香之城、文化之城，正在迸发勃勃
生机！

1950年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1951年
西南博物院成立（1955年，更名为重庆市博物馆），重庆技

艺团成立（后更名为重庆市杂技艺术团）。

1952年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建成开放。

1955年
西南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图书馆合并，成立新的重

庆市图书馆。

1958年
红岩革命纪念馆建成开放。

1980年
全国第一届舞蹈比赛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参赛的《小萝卜

头》获编导一等奖、表演二等奖、音乐三等奖。

1989年
重庆市川剧院青年演员沈铁梅荣获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999年
重庆市歌剧院创作演出的歌剧《巫山神女》获“五个一工程奖”。
大足石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005年
新建成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馆。

2007年
电视剧《西圣地》荣获第26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长篇电视

剧一等奖。

2008年
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荣获第24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

长篇电视剧奖”，2009年获第27届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
一等奖。

2010年
电视剧《民主之澜》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重庆市大剧院正式投入营运。
由重庆杂技艺术团、重庆市曲艺团、重庆市越剧团、重庆演

出管理处4家单位资产整合组建的重庆演艺集团正式成立。

2011年
电视剧《医者仁心》荣获第28届电视剧飞天奖。
重庆市川剧艺术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

2013年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竣工。

2014年
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功

申报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2015年
重庆市自然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

2018年
重庆国际马戏城建成开业。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韩毅、黄琪奥采写，资料、数据均由文化旅游委提供）

文化是活的，它一直生长着。
被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带

火的鹅岭二厂文创公园，这个夏天，
共吸引了上百万全球游客前去“凹造
型”。这一由老旧厂房注入现代艺术
设计的文创园区，荟萃了东西方艺术
的佳作、汇聚了新潮时尚的观众、植入
了新的文化业态，一切显得那么理所
当然。

“如今，它已成为一个重庆特有
的文化符号，辐射全国名扬海外。”鹅
岭二厂文创公园创始人周迓昕表示。

事实上，老厂房、老仓库、老车间转

型文创园，为城市发展腾笼换鸟。作为
老工业基地的重庆，还有不少精品力
作，比如热门打卡地北仓文创街区、喵
儿石创艺特区、京渝国际文创园，以及
9月29日开馆的重庆工业博物馆等。
工业遗存与文化符号相融，为重庆这
座文化之城增添了新的时代风韵。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重庆文化产业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

这是一串令人欣慰的数字。
2018年，重庆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632亿元，已建成17个市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文化需求旺盛、消费活
跃。其中，在第二届文化惠民消费
季，全市参与人数突破500万人次，
直接拉动消费50亿元。

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趋势。
2018年，我市举办了重庆市文化产
业发展协作推进签约仪式，达成文化
产业发展合作项目161个；举办了第
十二期文化产业精品项目交流对接
会，签约项目30个，签约总金额1699
亿元。魁星楼艺术区、重庆旅游文化
创意产业园加快实施，鲁能胜地、重
庆文化旅游装备制造产业园等大型

拟建项目有序推进，西部地区首个纪
录片产业基地——重庆纪录片产业
基地揭牌启用，当当书店全国首家旗
舰店落地重庆……一大批重大文化
项目在重庆落地开花，文化产业发展
后劲十足。

据介绍，接下来，重庆将着力构
建五个文化产业体系，即文化内容原
创生产、数字文化创新创意、文化用
品装备制造、文化产业全域融合、文
化产业开放共享等“五个体系”；着力
实施文化产业“七个工程”——文化
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工程、文化市场主
体孵化培育工程、文化产业园区集聚
发展工程、巴渝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
工程、文化产业大数据智能化工程、

“文化+”创新驱动工程、城乡居民文
化消费提升工程，全力推动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

重庆，一座书香之城、文化之城，
正迸发出勃勃生机！

文化产业从小到大
构建五大体系，释放市场崭新活力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新中国成立
伊始，重庆多数人的文化活动连听收
音机都是一种“奢侈”。

翻开历史尘封的档案：1950年，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51
年，全市仅有文化艺术机构72个，图
书馆只有2个，艺术馆只有1个。那
时，百废待兴，文化亦如此。

1951年7月1日，重庆市劳动人
民文化宫正式开工奠基。它是由时
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
平同志提议修建。邓小平说：“现在
重庆解放了，劳动人民日子好过了，
打上了肉牙祭，但这还不够，还要让
重庆人民打上‘文化牙祭’！”建成后，
他亲自题写了“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
宫”。

至此，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成

了文化娱乐、休闲、职工文化培训的
重要活动场所。当时，能到文化宫去
看上一场演出，就是很“洋盘”的事。
尤其在节假日，文化宫常常是人山人
海，曾创下一天接待10万人次的纪
录。

1960年，重庆山城宽银幕电影
院在两路口落成，高三层，整个建筑
外观采用拱门式高挑的造型，前面五
个拱后面三个拱，加上花岗石地面，
高大的玻璃幕墙，造型极具特色。它
是中国西部第一家放映70毫米立体
声影片的特级电影院，代表了当时国
内的先进水平。

“当时，山城电影院门口经常人
头攒动，一票难求。”“老重庆”卢兴国
回忆称，在那个年代，山城电影院几
乎是全城男女青年恋爱最好的去处。

把目光拉回当下。《爱乐之城》交
响管乐音乐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乌克兰经典亲子默剧《疯狂的废
纸世界》等等，重庆大剧院的节目单，
让人目不暇接。这座嵌入重庆文化
发展动脉的剧院，已创下接待观众近
400万人次、售票总金额近8亿元、平
均上座率72%的骄人业绩。它正源
源不断地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提供着
价值导向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
力。

日新月异的城市，重塑着我们的
文化生活。据市文化旅游委统计，截
至2018年，全市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1807.94 万册、电子图书1326.41 万
册，全年总流通人次1604万人次；文
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全面推进，
实现全市全覆盖，建成1433个图书

馆分馆，全民阅读活动同比增加
45%。

全市各类藏品数62万余件，博
物馆总数达100家，其中等级博物馆
16家，历史、革命、抗战、工业、自然五
大博物馆群更加健全，主体多元、结
构优化、层级合理的博物馆体系基本
形成。

此外，全市还有群众艺术馆 1
个、文化馆40个、公共图书馆43个、
文化站1027个（其中乡镇文化站817
个）；有不可移动文物25908处，其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5处，世界
文化遗产1处，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2处。

活动有场地，演出有舞台，阅读
有空间。经过 70 年发展，重庆市
级、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
级设施网络逐渐完备，图书馆、文化
馆 一 级 馆 率 分 别 达 到 81.39% 、
75.6%，居西部第一；乡镇、街道、村、
社区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
分别达到95.67%、91.47%、84.03%、
86.43%。全市每万人拥有“三馆一
站”面积增至617.8平方米，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

文化设施从缺到精
涵养“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精神气质

文艺是精神食粮，精品是繁荣标
尺。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向阳开。”9月9日晚，新版川剧
《江姐》在中共中央党校演出。

演出现场，舞台借用版画效果，
既写意形象又大气磅礴，富有当年山
城特点。审讯室一戏中，舞台上空刑
具高悬，烘托了氛围；江姐就义时，大
幕投出刻有“11·27”烈士名字的墓
碑，《红梅赞》歌声嘹亮！

跌宕起伏的剧情，精湛的演技、
动人的唱腔，革命烈士的铮铮傲骨，
折服全场观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全国很多地方在演江姐。新版
川剧《江姐》大胆创新，听觉上融入川
剧打击乐、声腔等地方特色，视觉呈
现更符合当今审美。”中国剧协副主
席罗怀臻评价。中国剧协秘书长崔
伟表示，新版川剧《江姐》把江姐的革
命追求艺术化、情感化、地方化，让一
部红色经典、历史经典成为今天观众
能靠拢的精神创造。

早在500多年前，韩国就将杜甫
的1400余首诗歌翻译成韩语，并将
《春望》等诗作收录进初中和高中课
本。今年6月，重庆经典原创舞剧
《杜甫》首次走出国门，在韩国天安市
艺术中心剧场上演，在韩国掀起“杜

甫”热。
演出中，舞者精湛的演技与舞

美、灯光、服装、造型和多媒体巧妙融
合，一个个“块状舞段”营造出一个个
隐喻心理情境的空间环境；双胞胎演
员李庚、李晋分别饰演的“杜甫”和

“另一个杜甫”多次“隔空对话”，进一
步衬托杜甫丰富的内心情感，揭示其
内心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
突。

“这部舞剧对杜甫进行了很好的
诠释，他的家国情怀让几代韩国人都
产生共鸣，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一
位韩国观众表示。

据介绍，《江姐》《杜甫》仅是近

年来重庆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的一部
分。歌剧《尘埃落定》入选2018年

“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
扶持剧目（西部唯一），杂技《星空下
的女孩——舞流星》获第17届莫斯
科国际青少年马戏节银象奖，魔术
《幻影飞鸽》获第十届中国杂技金菊
奖魔术节目奖，魔术《伞丛扇影》荣
膺IBM国际魔术大赛金牌、金奖和
最受观众欢迎奖三项大奖（实现我
市魔术节目在国际最顶级赛场上金
奖零的突破）。此外，京剧《天路彩
虹》、话剧《红岩魂》《其香居茶馆》、
群舞《丑角》等大量精品剧目同样

“吸粉”无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文艺工

作者深挖巴渝文化、抗战文化、三峡
文化等丰富资源，全力提升重庆文艺
创作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文艺作品实现数量上的飞跃、质
量上的攀升，正推动全市文艺创作从

‘高原’向‘高峰’迈进。”市文化旅游
委副主任秦定波表示。

文艺创作从弱到强
致敬美好生活，增强文化有效供给

重庆文化重庆文化··““数数””说说

2018年，全市1068个群众文化机构，文化服

务惠及人次达2052.36万人次。建成1038个

文化馆分馆，全民艺术普及活动同比增加65%。

累 计 完 成 775 个 乡 镇 、204 个 街 道 、

6840个村、2562个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

改造提升工作，覆盖
率 分 别 达 到
95.67% 、91.47% 、
84.03%、86.43%。

▲歌剧《尘埃落定》在京展演受热捧。 （图片由重庆市歌剧院提供）▲川剧《江姐》演出剧照。 聂荣光 摄 ▲1 月 30 日，渝中区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张一白分享“镜头”里的
重庆。 记者 龙帆 摄

▲2月9日，正月初五，大足石刻景区，游人在观赏石刻。 记者 齐岚森 通讯员 黄舒 摄 ▲9月14日，中秋节期间，游人在重庆自然博物馆参观。 （资料图片）

◀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重
庆
图
书
馆
，市
民
在
自
修
室
内
看
书
学
习
。

通
讯
员

孙
凯
芳

摄

截至2018年底，全市文化

市场经营机构7533个，从

业人员56580 人，同比分

别增长 3.71%、10.29%。其中
非公有制艺术表演团体、非
公有制艺术表演场馆和经营
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增长明
显，增幅分别为22.84%、325%
和20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