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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

重庆市铜梁区博物馆，是我市
最早成立的区县级综合性博物馆，
该馆馆舍占地7000平方米，2000
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

凭借铜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遗
留下来的大量珍贵文化遗存，重庆
市铜梁区博物馆拥有得天独厚的馆
藏资源。馆藏历史文物、自然标本
共计1万余件。目前，向社会推出
的展览有“铜梁文化”展览、铜梁明
代石刻仪仗俑展览、铜梁民俗文化

展览、铜梁龙灯文化展览、铜梁匾额
展览等5个基本陈列，反映铜梁厚
重的历史文化。

2009 年 6 月，该馆被评为国
家三级博物馆；2012年，被评为铜
梁区科普教育基地，成为铜梁区
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市民文化素
养的重要学习基地；2019年9月，
被评为第六批重庆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文字由重庆市铜梁区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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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平
凡的一年，这一年召开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
伟大转折。

在这一年，全国开展了真理标
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极大地
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历史转
折准备了思想条件。

这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
召开的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
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历史性转折做了
充分准备。12月13日，邓小平在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
前看》的讲话。他指出：一个党，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
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
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
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
的任务，振聋发聩地指出：“再不实
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

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讲话
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
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
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
集中讨论并解决了关于党的指导思
想、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保障人民民主和加强社
会主义法制、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
大问题。同时，还解决了历史上遗
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加强和充实了
党中央的领导机构，选举成立了以
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
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挫折中重新
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从此，党
和国家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
时期。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伟大的转折

一次受阅，一生荣光。10月 10
日，参加今年国庆阅兵的武警重庆市
总队李勇、方芳、单丽媛3名官兵，在
武警重庆市总队举行受阅官兵宣讲报
告会，分享他们参加阅兵的经历和感
悟。

报告会前，记者见到了他们，听他
们讲述参加阅兵背后的故事。

李勇：走了数不清的
正步，瘦了20公斤

见到武警重庆市总队参谋部部队
管理处副处长李勇时，他黝黑的脸庞
上，两道白色的印记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

“这是我们独有的‘阅兵印’。”李
勇骄傲地介绍道，在阅兵训练中，参训
官兵要用帽带固定住大檐帽。时间一
久，上到将军，下至基层指挥员，脸上
都留下了这道醒目的“勋章”。

李勇所在的领导指挥方队十分特
殊。首次亮相的领导指挥方队，队员
从军委机关15个部门和各战区、军兵
种机关、武警部队抽组而成，包括27
名将军，平均年龄38岁，年龄最大的
59岁。领导指挥方队创造了两个第
一：人民军队阅兵史上第一个从领导
指挥机构抽组的方队，第一个由将军
组成第一排面的方队。为了这一神圣
时刻，将军们与年轻队员一起苦练，展
现了人民军队领导干部的时代风采。

特殊的方队，也有着和其他方队
不同的训练难度。李勇说，在国庆当
天受阅的所有方队中，只有领导指挥
方队和文职人员方队的官兵佩戴的
是手枪。与其他手持步枪的方队不同
的是，这两个方队就多了一个训练科
目——摆臂训练。“在行进时，我们的
目光是斜着的，不会看到摆臂姿势是
否整齐划一，因此在平时训练时就要
多下很多功夫。”

“阅兵训练很辛苦，半年时间算不
清走了多少公里的正步，只知道瘦了
40斤。”说着，他从行李箱里拿出一副
已被磨薄的鞋子铁掌，在脚后跟比划

了一下。记者看到，这是一块巴掌大
的铁片，李勇告诉记者，在训练时，由
于鞋子磨损特别快，因此会在鞋子上
钉这么一块巴掌大有一定厚度的铁
片，增加其耐磨程度。“但哪怕是铁片，
也磨损很严重，这已经是我参加阅兵
训练以来使用的第4副铁掌了。”

方芳：训练场就是战场，
战场不相信眼泪

“我做到了，我没有掉过一次队，
没有自我放弃，没有怕苦怕累，我坚持
到了最后一天，我证明了我是最棒的
自己！”接受记者采访时，受阅女兵方
队队员、武警重庆市总队参谋部通信
大队固定通信中队女兵班长方芳非常
开心。

回首几个月的阅兵集训，她感慨
道：“训练场就是战场，战场不相信眼
泪!”

150多个日日夜夜是方芳这辈子
都不能忘记的经历。“由于我们武警比
其他三军的战友晚加入两个月，底子
相对比较薄弱，进度比其他军种的战
友慢了一大截，所以就更要奋起直
追。”方芳拿出自己训练时磨破的裤子
给记者看。“夏日炎炎，直面太阳，双眼

变得通红，还要咬牙继续。”
“正步要求出腿带风，砸地成坑，

步幅必须是75厘米，出腿高度是30厘
米，踩乐时必须跟上乐点。”方芳说，为
了练出这样一条“钢筋铁腿”，她们每
天绑着3公斤的沙袋练习原地踢腿。
日子一长，前脚掌被砸肿了，砸出了一
个又一个茧，每三天就要用刀片修剪
一次，不然会疼痛得走不了路。脚腕
砸错筋，肿到不敢落地，稍加治疗后又
忍着疼痛继续训练……就在这一修一
忍中，我慢慢修炼了一条铁腿。方芳
告诉记者，想要做到“英武靓丽，忠勇
无敌”，达到最优异成果和最完美效
果，平时就必须精益求精，做到“零误
差”。

“一次受阅、一生荣光，一人受阅、
全家光荣。能代表武警重庆市总队参
加阅兵仪式，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上一份力量，让我感到无比骄傲、无比
自豪。”方芳由衷感慨。

单丽媛：训练就是不断
挑战自己的过程

受阅女兵方队队员、武警重庆市
总队参谋部通信大队固定通信中队女
兵单丽媛说，训练没有什么捷径，要想

达到目标，就是一个不断挑战自己的
过程。她说，为练就最高军姿标准，她
和自己较上了劲，每晚额外加练40分
钟，摆臂、踢腿各500次，再辅以各种
力量练习。因训练刻苦，她的双脚持
续肿胀20多天，脚面肿得像馒头，差
点连鞋都穿不上。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在挂枪训练
中，枪背带上的铁片正好卡在她的左
肩膀上面，铁片吸热变烫，透过衣服把
她皮肤烫伤。她说，那段时间，只要一
挂枪，肩膀就疼得受不了，磨得皮肤通
红。

“在训练时的每一步都要忍受衣
服与伤口的摩擦之痛，不过每次疼痛
来袭，我都告诉自己，要以最好的姿态
正步走过天安门。”单丽媛说，在经历
了无数次身体的极限挑战，克服了无
数次疼痛的反复折磨，手脚肿了又消，
茧子层层加厚的她最终战胜了自己。

“究竟行不行，看你拼不拼！”这是
单丽媛最喜欢的一句话。刚开始，她
最大的问题就是翘脚尖，为了克服这
个毛病，她睡觉时压着脚尖睡，半夜经
常被脚抽搐疼醒，到了休息时间就利
用矫正器材跟自己大脚尖叫板，最终
以最饱满的姿态亮相天安门。

武警重庆市总队3名受阅官兵载誉归来，讲述参加国庆阅兵背后的故事——

一次受阅 一生荣光
本报记者 周松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正在全国多地
火热展出。我市有7件作品在本届全
国美展上拿到获奖提名。据悉，全国
获奖提名作品共105件，从中将评出
40件“中国美术奖·创作奖”。

9月22日和25日，全国美展油画
作品展、雕塑作品展相继在渝开幕，本
报第一时间报道了重庆油画获奖提名
作品《果蔬欢·百姓乐》、雕塑获奖提名
作品《烈焰青春》《为新中国雕塑》《好
消息》的创作故事。10月10日，重庆
日报记者又对重庆艺术设计获奖提名
作品《大木·匠造——中国传统村落民
居营建文化作品展陈》（简称《大木·匠
造》）、综合材料绘画获奖提名作品
《融》、陶艺获奖提名作品《器之欲》的
作者进行了专访。

240多个陶瓷人像遍布“工地”

在7.5米长、2.6米宽的木质平台
上，艺术家们再现了一个中国传统民
居营建场景：240多个陶瓷做成的工
人遍布其上，他们各司其职，有的在搬
运木材，有的在屋顶铺设瓦片，有的在
庆祝房屋建成，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

这是四川美术学院教师孙继任、
孟福伟、谢亚平、刘贺玮共同创作完成
的作品《大木·匠造》，目前正在山东工
艺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

“作品分为动工、排扇、立架、安
梁、上椽、排瓦、装修、入住8个部分，
再现了中国民间木匠的工艺传统和中
国传统民居营建过程。”孙继任介绍，
为了让作品呈现朴素而真实的美感，
他们没有在作品中运用钉子或者新材
料。“作品全部是纯手工制作，建筑为
榫卯结构，人物是手工塑造并用木柴
烧制而成。”

孙继任表示，这件作品还原了中
国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其中更蕴含
着作者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思考。

东西方“维纳斯”融为一体

宽1.5米、高2米的油画画布上，
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青州龙兴寺
窖藏出土北齐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
和卢浮宫的镇馆之宝“断臂维纳斯”融

合为一个新的形象，散发出文明交流
碰撞的美感。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刘冠儒
说，他的作品《融》意在传达不同文明
之间应相互尊重，在交流互鉴中让自
身充满生命力。这件获奖提名作品正
在宁波美术馆展出。

早在2017年，刘冠儒就开始制作
以中西方雕塑为主题的综合材料绘画
作品，《融》则是他首次将东西方雕塑
的形象融为一体。作品中的“维纳斯”
头像，左边为东方形象，右边为西方形
象，中间是马赛克。马赛克部分由
300多个大小不同的纸板粘贴而成，
作者在纸板上面反复打磨和晕染，形
成丰富的肌理效果。

刘冠儒介绍，除了纸板，这件作品

还运用了画布、宣纸、丙烯、矿物颜料
等多种材料。“我把不同材质的宣纸制
作成纸浆，当作‘颜料’绘制在画布之
上，表现中西方雕塑的不同质感。”

展示陶艺的无限可能性

四川美术学院教师吴建毅出生于
1990年，他的陶艺作品《器之欲》此次
也拿到获奖提名，目前正在景德镇中
国陶瓷博物馆展出。

《器之欲》由3个独立的圆形器皿
构成，器皿颜色分别为灰蓝色、黑色和
朱红色，传达出质朴而敦厚的美感。

“陶瓷器皿一般都是从正面去使
用，因此很少有人会注意器皿底部的
承载空间。”吴建毅说，他通过非常规
的倒拉坯工艺和非传统器皿成型法进

行创作，挑战和突破泥料的极限性，致
力于打破器皿的“底足”和“口沿”之
分，让人们更加关注器皿的底部空间。

据介绍，3个器皿中，有2个是吴
建毅的研究生毕业作品，1个是今年在
四川美术学院创作的。“今年我用了3
个月时间，才创作出一件较为成功的
作品。”吴建毅说，在用气窑烧制过程
中，他经历了多次失败，还常常通宵守
护在气窑旁，“艺术品是不能用时间来衡
量的，我并不认为创作过程是痛苦的。”

吴建毅说，在今年创作的这个器
皿中，运用到了荣昌的泥料，并不断调
试了泥料的可塑性和韧性。“每片土地
的泥料都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独一无
二的礼物，在和泥巴打交道的过程中，
我总能收获到惊喜和快乐。”

手工塑造240多个陶瓷人像、粘贴300多个纸板、历时3个月烧造成功一件作品

全国美展重庆获奖提名作品这样“诞生”
本报记者 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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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史竞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
9月）》日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据介绍，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立足新时代，突出反映党领导人
民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重大理
论、制度创新成果，全面反映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军队和国防、“一国两制”和祖国
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10日在京举行的该书出版座谈
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
青山指出，大事记客观、准确、生动展
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为
当前正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一部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辅助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1949年10月—2019年9月）》出版

李勇 （武警重庆市总队供图） 方芳 通讯员 王肸 摄 单丽媛 通讯员 王肸 摄

▲艺术设计获奖提名作品《大木·匠造——中国传统村落民居营建文化作品展陈》细节。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重庆
大学90周年校庆即将来临，“复兴
民族，誓作前锋——烽火抗战中的
重庆大学”主题展正在该校七七抗
战大礼堂举行。10月10日，重庆
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主题展采用
影像、图片、建筑等多种方式，展示
了抗日烽火中重庆大学顽强的办学
精神，以及与中央大学携手办学的
那段历史。这次展览也是“我和我
的大学”重庆大学生影像纪实展子
活动之一。

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七七抗战
大礼堂，由1938年迁渝与重庆大学
携手办学的中央大学修建。历经数
十年风雨，位于重大A区的七七抗
战大礼堂曾经被用作举行典礼、开
会、做教室、放电影等场所。

走进七七抗战大礼堂，迎面是
一座“防空洞”。“抗战时期，重庆经
常遭受轰炸，学校修建了很多防空
洞。”重庆大学档案馆负责人介绍，

所以这次展览模拟建了防空洞和残
垣断壁的模样，以真实还原当时的
景象。在展览现场，还设置了红外
线体感互动装置。观众挥动手势，
便可“翻”开一本电子书，通过图像
等了解在抗战时期重庆大学经历的
烽火岁月。

主题展包括铁血抗战、重庆大
轰炸、抗日救亡等内容，用一幅幅照
片讲述了重大人在狂轰滥炸中积极
投入抗日救亡，并以博大胸怀接纳
西迁高校延续文脉，奏出的可歌可
泣篇章。

现场还有“风雨回眸——国立
中央大学西迁暨七七抗战大礼堂的
历史沧桑”展览，讲述了国立中央大
学西迁和大礼堂的历史故事。

由于曾经被用作放电影的场
所，所以，大礼堂还滚动播放着《闪
闪的红星》《小兵张嘎》等红色电影，
颇有怀旧感。展览将持续到10月
14日，观众可前往免费参观。

“我和我的大学”重庆大学生影
像纪实展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反映重庆市各高校在高等教
育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举办的展览，
目前正广泛征集作品和老照片，投
稿信箱为cqcsdpe@vip.163.com。

“烽火抗战中的重庆大学”
主题展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