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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声响、烟雾腾天，消防员们全
副武装，侦查搜救、人员疏散、内攻灭火
等一系列救援措施随即展开……这不
是最近上映的电影《烈火英雄》的剧情，
而是9月29日晚，重庆大剧院消防题
材音乐剧《烈火英雄》的演出现场。

该剧由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和重
庆西演集团联合出品，重庆消防艺术
团、重庆火焰蓝艺术团创作排演。

音乐剧聚焦消防题材

“《烈火英雄》是音乐剧《逆火骄子》
的重排版。”该剧艺术监理廖茜介绍，
2016年，团队曾创排国内首部消防音
乐剧《逆火骄子》，该剧以一次真实的重
大火灾爆炸事故中消防指战员逆火而
行的英勇事迹为创作题材，3年后，创
作团队再次聚焦消防队，但《烈火英雄》
与《逆火骄子》的剧情、人物等都不同。

《烈火英雄》讲述了年轻消防员孟
响在吴队长与战友的帮助下，克服恐高
等心理完成自我突破的心路历程，并以
此折射出消防队员们战斗生活中的喜
怒哀乐，在逆境淬炼下的成长，在危难
时刻义无反顾的逆行。全剧由序篇和
四幕组成，分别为序：热血青春；第一
幕：时刻准备；第二幕：远方思念；第三
幕：冲锋陷阵；尾声：中国骄傲。

为什么要多次创排消防题材音乐
剧？廖茜表示，除了让人们更了解消防
员们真实的生活外，这也是一次很好的
消防安全普及。

音乐剧更具感染力和传唱度

廖茜说，消防员是个很特殊的群
体，他们和老百姓的生活很贴近。群众
有困难会想着去找消防员，但很少有人
意识到，他们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直
面死亡。“我们之前看过太多的新闻报
道了，大火弥天，很多年轻的生命为了
救火英勇献身，也非常令人惋惜，痛
心。”

“电影特效有天然的优势，但音乐
剧可能更具感染力和传唱度。”廖茜说，
该剧的音乐在创作时，尽量减少咏叹调

的使用，更多融入流行音乐元素。“我们
的创作初衷，就是希望提高传唱度，让
更多人了解消防指战员的生活，更加注
重对消防知识的积累。”

剧里的故事情节都有现实原型

翻越障碍板、快速通过平衡木、高
空救援……《烈火英雄》中不仅有专业
的艺术团演员，还有30余位消防员参
演。“音乐剧《烈火英雄》的人物、情节，
包括火灾现场，都借鉴了生活中真实发
生的案例。”廖茜介绍，剧本创作之初，

创作团队与主演数次前往消防队采风，
通过反复沟通、采访，深入了解消防指
战员们的生活细节和动人故事。

孟响的女友诗蓝送来了温暖的奶
茶，没有时间与他见面便悄悄离开；队
友大头正与母亲通话表达思念，警报声
响大头立刻挂掉电话前往火场；嘭的一
声巨响，火场再次复燃，消防员们需要
再次返回火场，临走前周凌风留下了

“要是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的话
语……，廖茜介绍，这些故事都源自消
防指战员们的真实生活。

警铃打破了夜的沉寂，消防员们赶

赴灾难现场，成功关闭气体泄漏阀门以
后，吴队长与孟响没能突围，被困在了
8米多的高台上。“现场的8米高台是可
移动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上面的不稳
定性会更高。”剧中吴队长的扮演者杨
亚辉说，起初，演员们对于高台上的演
出充满恐惧，但在采风中从消防员身上
获得的力量，让他们愿意一次又一次站
上8米高台。

据了解，音乐剧《烈火英雄》已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立项
名单，接下来还将于9月30日14∶30、
19∶30在重庆大剧院连演两场。

向 烈 火 英 雄 致 敬
——消防题材音乐剧《烈火英雄》首演

本报记者 王丽

9 月 30 日 ，根 据 四 川 航 空
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
事件改编的电影《中国机长》正式上
映。29日，记者联系到电影原型人
物——九龙坡区陶家镇人刘传健，对
他进行了专访。

重庆日报：你看过《中国机长》吗，
有什么感想？

刘传健：我早在今年8月底就看
过该片了。剧组拍摄制作完后，让我
去看一看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当时，我是抱着观摩学习的态度去
的。没想到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
们就把川航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
置特情真实事件拍成一部电影。

重庆日报：你对影片印象最深的
情节是什么？

刘传健：说实话，整部片子都拍得
非常好。我印象最深就是飞机成功落
地，旅客们下了飞机后，机长去巡舱，
看到空荡荡的客舱和事故后舱内乱七
八糟的行李，这一幕十分考验机长的
演技。在当时的场景下，“机长”张涵
予表情看上去很沉默，但能感觉到他

内心一点也不安静，我能通过演员的
表演感觉到机长内心世界的复杂，亲
人、乘客、处置过程……可以说，张涵
予演出了我当时真实的内心写照。

当时飞机落地后，我没有欢呼也
不想庆祝，虽然内心也是高兴的，但我
们却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开心，因
为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一次灾难性事
件。当时我们更多是在思考，在处置
过程中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操作
不当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我作为机长，当时的一个真实心
理，能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重庆日报：影片和你当时的真实
情况差别大吗？

刘传健：《中国机长》尽管根据真
实事件改编，但它属于艺术范畴，要展

示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百分之百的
还原事件。我觉得，电影只要能把机
组“爱岗敬业、刻苦专研技术、面对困
难不放弃”这些积极向上的精神拍出
来就可以了，用不着去深究细节与真
实故事之间的差距。如果要讲真实
性，它可能会拍一部纪录片。

重庆日报：成为英雄机长，对你产
生了哪些影响？

刘传健：成为英雄机长后，媒体、公
司和同行很多人都十分关心我，让我倍
感荣幸。而且，党和政府给了我们很高
的荣誉，全国人民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褒
扬，家乡人民还给我了许许多多的鼓
励，我非常感激。这些荣誉、褒扬、鼓
励，既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鞭策，因
此我感到压力也挺大的。接下来我还

需要继续努力，尽量把自己能做的事做
得更好一些，同时也带动大家一起做，
让大家热爱自己的工作，让大家都有一
种责任感，真正做到“做一行、爱一行”。

我知道，家乡人民都非常关心我
现在的工作情况。我现在还是作为一
个飞行员，一直在飞。同时，也做一些
管理性的工作，如培训等，都是我非常
熟悉的、与技术相关的工作。

重庆日报：明天就是国庆节，想对
祖国、对家乡说点儿什么？

刘传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7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
内心总会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那
种自豪感、幸福感。在此，我祝新中国
繁荣昌盛，也祝我的家乡更加美丽。

“电影演出了我当时真实的内心”
——访英雄机长刘传健

本报通讯员 张玉兰

9月30日，由北京博纳影业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电影集团等联合出品
的电影《中国机长》登陆各大院线。

这部根据重庆籍机长刘传健真实
事迹改编的影片，还未上映就吸引了
不少观众的眼球。根据专业票房软件
猫眼显示，截至29日上午，该片的预
售票房已超过1.58亿元。

电影《中国机长》改编自去年5月
14日，重庆籍机长刘传健在驾驶四川
航空3U8633航班从重庆江北机场起
飞前往拉萨过程中，为保证乘客安全
冷静处置险情的故事。

“当时看到新闻非常震撼，刘传
健等机组成员就是中国当代的英
雄，同时也是大家身边的普通人，但
正是他们创造了这个奇迹，挽救了
这么多生命，让世界为之赞叹!”谈
到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博纳影业
集团董事长于冬表示，去年8月，就
已经立项将刘传健这段传奇经历改
编成电影。该片由著名导演刘伟强
执导，张涵予、袁泉、杜江、欧豪等饰
机组成员。

“剧组为了真实还原险情，也是
煞费苦心。”重庆电影集团有关负责
人透露，片方不仅斥资近3000万元，
制作了1∶1的同型号模拟机，还通过
配备高压液态管和高强度风筒，还原
空中飞机因挡风玻璃爆裂脱落造成
的机舱失压。“在剧组现场，可喷出接
近8级的风力。不少演员因为飞机
的剧烈运动而直接在片场吐了，张涵
予在驾驶舱内更是每天喝风喝到

饱。”刘伟强透露。
9月20日，《中国机长》的首场首

映礼在重庆举行，刘伟强、张涵予等剧
组主创人员现场与观众分享了影片幕
后的故事。

重庆不仅是英雄机长刘传健的家

乡，该片也有大量的镜头是在重庆取
景。刘伟强在首映礼上证实：“在拍摄
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在拉萨、
成都、重庆三处机场取景，在这之中，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是我们拍摄的重
点。”

张涵予也在首映礼上透露，拍摄
过程中刘传健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拍
摄中遇到问题，我都会发微信向他请
教，他也经常来片场指导我们。我希
望用自己的表演让更多观众了解重庆
人坚毅的性格。”

电影《中国机长》今起登陆各大院线

重庆元素抢眼 真实还原险情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莎 通 讯
员 胡洋）9月29日，大渡口区图书馆
重装开馆暨24小时城市书房揭幕仪
式举行，将于10月1日正式向市民开
放。

改造升级后的大渡口区图书馆增
加了24小时城市书房、报刊阅览室、休
闲区等，馆内座位数由改造前的300个
增加到了800多个。其中，24小时城
市书房面积约300平方米，是目前全市
面积最大的24小时开放城市书房，配

有纸质书3万余册，同时配有电子图书
借阅机，内藏3千余册正版电子图书及
大量音视频数字文化资源。

该馆负责人介绍，城市书房实现
24小时无人值守自助服务，读者凭重
庆市主城公共图书馆“一卡通”读者证
或该馆读者证即可进入。书房内支持
无线上网浏览信息、自助借阅纸质图
书、扫码下载借阅电子图书、音视频数
字资源，也可开展文化交流阅读学习活
动。

重庆最大24小时城市书房明日开放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重庆日
报记者9月29日从市农业农村委了解
到，在9月26日开幕的第七届四川农
业博览会上，重庆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巴味渝珍”组织的13家重庆企业，携
四面山香米、巫山黑土豆、泥溪黑木耳
等特色农产品参展，受到了当地群众的
热捧，“重庆味道”香飘四川。

第七届四川农业博览会总面积有
6万平方米，设有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成
就展区、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展
区、农业投入品展区、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展区、宜居乡村建设展区、对外开放
合作展区等六大展区。由重庆“巴味渝
珍”组织的13家企业在成都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城 10 号馆 N1021 展位设

展。120平方米的展位现场，摆满了鹏
芝琳老鹰茶、晨帆大米、橙纽妞农业（枇
杷、龙眼）、硒客来四面山香米、泥溪黑
木耳、重庆阿兴记嘟嘟兔系列、巫山黑
土豆、桑爷土鸡蛋、奇爽散装豆干系列、
武隆区石磨苕粉等近40种产品，吸引
了不少当地市民前来品尝。

“巴味”传达的是重庆人独有的人
生味道，“渝珍”则代表重庆农产品的山
珍百味，体现独特重庆味道的“巴味渝
珍”系列产品也收获了成都市民的满满
好评，不少人当场就下了订单。据了
解，重庆自2017年起着力打造“巴味渝
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截至目前，重
庆市已有近200家企业的300余个产
品获得“巴味渝珍”商标授权。

“重庆味道”香飘四川

本报讯 （记者 白麟）9月29日，
重庆十八梯山城记忆馆在十八梯传统
风貌区揭牌。该馆釆用无线中央集中
控制、沉浸式3D投影、大屏拼接、梦幻
星空等高科技技术，与实景3D模型相
结合，让参观者感受山城风貌，品味山
城记忆。

山城记忆馆坐落在较场口城市
阳台附近，是依托十八梯原有老建筑
改扩建而成的。记忆馆共4层，馆内
陈列了大量老重庆珍贵的书籍、影
像、视频资料，并利用多媒体数字技
术，对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动画、
视频等多种信息进行了综合处理和

呈现，将旧时山城记忆重新呈现在大
众视野中。

当天，在该传统风貌区的样板示范
区，还有我市部分“非遗”传人进行文化
艺术展示，各界有关人士和专业观众纷
纷前来参观体验。

参与十八梯传统风貌区项目的杭
州新天地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八梯
传统风貌区依托原有“七街六巷”城市
肌理，按照一纵三横，以及传统文化观
光、全域旅游配套、总部经济服务三大
主题空间布局，融合商、景、旅、文四大
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商业模式，将打造创
新型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

重庆十八梯山城记忆馆揭牌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
地按挂牌出让年限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9月30日9:00时至
2019年10月21日17:00时。挂牌开始时间为2019年10月22日15:30，挂
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15:30。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jyzx.cqnc.
gov.cn/html/9/Index.shtml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9〕15号

编号

NC20
19

让-1-
2-2

地块
名称

BG组团
C3分区
1（A）地

块

建设用地
面积（㎡）

174.51亩
（11634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下
限控制应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
上 限 按 1.5 控
制；建筑密度≥
30%。其它规
划条件按渝规
资条件〔2019〕
0526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三类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5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117

起始价
（万元）

1117

音乐剧《烈火英雄》序幕：热血青春。 记者 魏中元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9月26
日，金刚碑快乐村庄项目（下称金刚碑
项目）飘零巷示范段亮灯，10余名金刚
碑原住民代表回到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见证该项目建设的阶段性成果。这也
标志着，金刚碑项目飘零巷示范段主要
建筑修复修建工程完成。

金刚碑项目建设运营方——九街
集团披露，预计明年4月，市民可在该
项目核心区进行体验；2021年，金刚碑
将正式开街。

金刚碑位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
清朝康熙年间因转运煤炭而兴起，是
巴渝码头古村的典型代表，有浓郁的
地方文化特色。在这里，山水格局形
成自然的四面围合，将整个村落隐蔽
保护起来，仿若桃花源。然而，随着岁
月流逝，这个昔日兴旺的古村落逐渐
没落，许多房屋坍塌湮灭，只余一片废
墟。

2018年3月，北碚区正式启动金
刚碑项目，力图在残垣废墟上恢复重现
原住民民居，延续巴渝民居文脉。未
来，金刚碑将引入图书馆、博物馆、美术
馆、民宿酒店、温泉养生和游船观光等
业态，聚集上千民营、文创文化企业，形
成民营经济产业带，并达到生态、形态、
文态、业态的和谐统一。

本次亮灯的飘零巷示范段，位于项
目核心区村口主入口的左侧。这里的
古建筑，主要为清末到民国时期金刚碑
的大户——杨家、何家、姚家、张家和刘
家的院宅。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飘零
巷示范段，部分建筑的室内外装修及景
观效果已呈现。夜晚，当灯光亮起时，
猩红灯光渲染的手绘墙、有毛主席语录
的斑驳旧墙、闪烁着红蓝黄色霓虹灯字
牌的店招、投射到墙面的萤火灯效，从
树上投影到房顶的树影光效……构成
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项目建运营方相关负责人介绍，金
刚碑的修缮将最大程度实现修“旧”如

“旧”——尽可能地保留建筑，并根据原
有建筑结构，运用传统工法进行修缮，
同时用钢结构护柱、金属边框等现代材
料进行归纳、加固，新旧“碰撞”非常直
接。总的修缮原则是：明装不掩饰，筑
造重庆岁月年轮，在同一空间看到360
年的时间流淌印记。

目前，金刚碑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其中，核心区除了飘零巷示范段主要建
筑修复修建工程已完成外，其他地段的
古建筑修复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之
中。拓展区、协调区和勉仁地块，则将
在今年内动工。

金刚碑飘零巷示范段主要建筑完成修复
预计2021年正式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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