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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随着自由表演环节在
巴南华熙LIVE·鱼洞文体中心结束，
2019资生堂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
赛在重庆落下帷幕。

在为期3天的赛事里，包括双人滑
世界冠军隋文静/韩聪、男单世锦赛季
军金博洋、俄罗斯新星谢尔巴科娃在内
的众多世界级名将，为重庆市民上演了
一台美妙的花滑大戏，2块金牌、1个第
四名的成绩，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花滑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夺金的希望。

那么，这届花滑中国杯给重庆带来
了什么？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
采访。

场地：细节让选手赞不绝口

“太棒了，希望下次我还有机会来
华熙比赛。”11月10日，参加完花样滑
冰自由表演环节后，俄罗斯选手辛尼
特什娜感叹道。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
花滑选手，她也曾到世界其他地方参
加过花滑比赛，但依然被巴南华熙
LIVE·鱼洞文体中心完善的比赛设施
所震撼。

其实，早在今年 4月，巴南华熙
LIVE·鱼洞文体中心就征服了前来考

察的国际滑联。“当时，国际滑联一行在
考察华熙时，表示这个场馆不仅拥有很
棒的场地，也有齐全的配套设施。相信
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这里必将会上演
一场精彩的花滑对决。”重庆市体育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

“专业赛事就需要专业的比赛场地
来支撑。巴南华熙LIVE·鱼洞文体中
心的存在，无疑为重庆承办国内外大型
冰上赛事提供了一流的场地保障，也是

花滑中国杯能够落户重庆的重要因
素。”一位参与赛事引进和落地的负责
人表示。

现场：专业观众展现市民素养

“这是金博洋，这是闫涵，这是隋文
静/韩聪……”11 月 10 日，巴南华熙
LIVE·鱼洞文体中心外，四川外国语大
学学生张欣欣正给同伴介绍参加此次
花滑中国杯选手的相关情况。

“从申雪开始，我就开始看花滑，此
次能在家门口看花滑，真是太开心啦。”
张欣欣说。

观众的热情还体现在票务销售
上。“本次赛事的门票票价从180-680
元。原本我们做好了降价销售的准备，
但没想到9日自由滑最贵档的门票在3
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其他档次门票的
销售也远好于预期。”赛事推广方有关
负责人介绍。

在比赛现场，观众的专业更是打动
了不少选手。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在三天的比赛里，观众不仅没有出现
开闪光灯、不合时宜地大叫等不雅行为，
还通过给每一位选手都热情鼓掌和及
时送上礼物等方式，让选手倍感温暖。

助推：花滑中国杯让更多青
少年爱上冰雪运动

“妈妈，我想和他们一样，在冰上翩
翩起舞。”11月10日，在观看了花滑自由
表演后，5岁的曾心仪对身旁的母亲说。

与此同时，在位于九龙坡的万象冰
纷滑冰场内，不少市民都围在冰场外的
咨询处，希望能让自己的孩子参加寒假
的花滑培训。

“花滑中国杯落地重庆，不仅让市
民看到了一场高水平的赛事，更重要的
是点燃了不少小朋友参与冰雪运动的
热情。”重庆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如果能对这股热情进行引导，无疑能更
好促进我市冰雪运动发展。

花滑中国杯给重庆带来了什么？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李宁）11月10日，渝北嘉州商圈“重
庆时光城市创意秀·2019城门通四海”
现场，由巴南区委宣传部、巴南区文化旅
游委、团区委主办的巴南区主题推介活
动，让市民感受到多个非遗项目的魅力。

木洞山歌，在 2016 年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当天，木洞山歌非遗传承人
秦萩玥进行了现场教学。“木洞榨菜哟
呵……”几位外国友人学得有模有样，
腔调婉转高亢。俄罗斯留学生侠客对
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在学习木洞山
歌之余，还在学习舞龙。

巴南除了山歌有名外，还有很多非
遗美食，其中就有木洞三宝（主要指木
洞油酥鸭、木洞蜜饯、木洞榨菜）。木洞

油酥鸭肉质鲜嫩，由数十种中药秘制而
成；木洞蜜饯并非用蜂蜜制作，而是选
用上等红糖或白糖精制而成；木洞榨菜
口感香脆，是木洞镇悠久的名特产品。
非遗美食传承人为市民表演了现场制
作，还邀请观众学习和品尝。

巴南区文化旅游委工作人员介绍，
巴南区在全网征集了近千名学习、生
活、工作在重庆的外国友人，参与巴南
非遗的学习体验，并在重庆诸多高校开
设非遗培训班，让非遗传承人“送课进
校门”，为外国友人定期送上文化大
餐。目前，主要由“洋徒弟”表演的“我
在重庆学非遗”，已经成为一张响亮名
片。接下来，巴南区将继续做好非遗传
承与保护，邀请更多外国朋友了解、学
习重庆非遗。

悦耳的木洞山歌、诱人的非遗美食……

巴南区多彩非遗集中亮相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10
日，永川国际女足锦标赛在永川继续举
行。面对强大的巴西女足，由贾秀全挂
帅的中国女足在90分钟内与对手0比
0战平的情况下，凭借点球大战以4比
2战胜对手，取得此次国际女足锦标赛
的冠军。

图为11月10日，中国队在颁奖仪
式上庆祝。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永川国际女足锦标赛

中国队夺冠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1月10
日上午9点半，首届“梁平柚杯”田园国
际半程马拉松赛在梁平区全民健身中
心鸣枪开跑，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埃塞
俄比亚、肯尼亚等11个国家的3000余
名选手，沿着高低起伏的跑道，同场竞
速。

初冬时节，万亩梁平柚陆续成熟，黄
灿灿的果实缀满枝头，是梁平一年之中
最美的季节。选手们从梁平全民健身
中心出发，经过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
三峡竹博园、一环路、双桂田园，最终到
达中华·梁平柚海公园。湿地、稻田、柚
林……21公里的跑道沿途，风光无限，
选手们在激情赛跑、挑战自我的同时，还
可感受到梁平多姿多彩的田园美景。“一
边奔跑，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亲近自然，

真舒畅！”到达终点，选手杨国光激动地
说。他曾参加过国内多项马拉松赛事，
但还是最喜欢自己家乡的马拉松。

本届赛事共设置半程马拉松和迷
你马拉松两个项目，其中迷你马拉松又
分为迷你大众组和家庭亲子组两个组
别。经过激烈的角逐，中国选手周波荣
获男子半程组冠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选手BIKLTU TESHOME LEMA则
获得女子半程组冠军。

据悉，今后该赛事将进入常态化，
成为梁平一年一度的体育竞技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城市+体育’‘城市+旅
游’的模式将赛事经济、体育产业、城市
发展融为一体，使其成为宣传推介‘山
水田园·美丽梁平’的一大窗口。”该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首届“梁平柚杯”田园国际半马开跑
吸引来自11个国家的3000余名选手

11月10日，2019重庆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以下简称：重庆女子半马）在南
滨路鸣枪开跑，1.2万名来自中国、乌克兰、日本、摩洛哥、肯尼亚等17个国家及地
区的女子跑步爱好者齐聚南滨路，通过跑步来展现青春与活力。

作为国内最受关注的女性专场马拉松赛事之一，重庆女子半马由中国田径协
会、重庆市体育局和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主办，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协
办。今年的比赛共设半程组、10 公里跑、迷你跑、亲子跑 4 个项目，赛事规模为
1.2万人，参赛人数为历届之最。本次半马除继续设置破纪录奖外，还首次设置了
半程组中国籍选手名次奖。 记者 黄琪奥 摄

2019重庆国际女子半马南滨路开赛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坐在古镇中惬意地喝茶听
戏、体验地道的巴渝传统文化、品味悠
闲恣意的慢生活……11月 9日至 10
日，大足首届川剧文化艺术节在雍溪
镇举行，多场经典川剧表演、四大线上
互动活动、九大线下体验活动，让3万
余名蜂拥而至的游客共享了一场川剧
盛宴。

此次川剧文化艺术节期间轮番上
演了《张飞审瓜》《人间好》《粉墨春秋》
《川剧变脸》等多场传统川剧折子戏。

肖德美、王玉梅等川剧大咖纷纷登台
献艺，并出席9日下午的高端论坛，就

“新时代川剧的传承与保护”话题进行
探讨。

活动期间，举办方还准备了多项新
奇有趣的互动活动：在咨询处领取通关
地图后，游客可根据提示寻找隐藏在雍
溪老街6个地点的6张脸谱扑克牌，通
关者可获得全部活动免费参与资格及
定制人偶。另外，还有“雍溪戏霸”撕名
牌、画脸谱体验、“爱”的明信片寄送、川
剧化妆、积赞互动等趣味活动。

3万人齐聚雍溪古镇听戏

大足首届川剧文化艺术节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哪家医院
综合实力最强？分别擅长看哪些疾
病？11月10日，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
研究所邀请国内4879位著名专家评选
的《2018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综合）》
和《2018年度中国医院专科综合排行
榜》发布，重庆有5家医院入选。

此次全国共有 100 家医院进入
《2018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综合）》，
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继续名列排行榜
前三甲。

那么，重庆有哪些医院上榜？记者
看到，排行榜上有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重医附一院、重医附属儿童医
院、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医
附二院。在专科排行榜上，陆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居全国第一、病
理科居全国第四，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小
儿内科、小儿外科居全国第三。

重庆5家医院入选中国医院百强榜

“人与城——何智亚城市影像文献
展”上，一幅幅记录城市建设、文物保
护、街巷变迁的历史影像，散发出乡愁
的味道，让观众感受到重庆城市面貌日
新月异背后，那一份对历史文化的记
录、传承和坚守。关于重庆历史文化传
承和发展，专家学者有哪些实践和思
考？重庆日报记者邀请相关专家学者
进行了探讨。

把城市发展历程告诉年轻一代

重庆日报：文献展中的一幅幅老照
片，生动展现了重庆的城市建设历程，
以及重庆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用影

像记录城市变迁的意义是什么？举办
此次文献展的初衷又是什么？

何智亚：1992年初，全国各地掀起
了一个又一个建设浪潮，城市面貌发生
了巨大变化。但伴随着城市改造建设，
一些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加速消失，传
统场镇、乡土民居也湮没在城镇化浪潮
之中。在此背景下，我开始有意识用镜
头、用文字记录逐渐远去的故城、街区
和建筑影像。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记录城市变迁的一张张老照
片，定格了这座城市昔日的模样，能够
瞬间勾起市民对这座城市过往的回忆。

王林：我们有责任把城市建设发展
的过程告诉年轻一代，让他们知道上一
辈人的努力、付出和奉献，领会到改革
开放的巨大成果，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
时代。

传统与现代应当和谐共生

重庆日报：在重庆，让历史文化遗
存活在当下、服务当代的案例越来越
多，如近期开馆的重庆工业博物馆，成
为市民感受工业文化、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如何看待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
关系？

何智亚：那些穿越时空、历经风雨
而留存的老街区、老建筑，是延续城市
文脉、展现地域特色的“根”，是我们共
有的财富和精神家园。

城市的发展是必然的，城市的改
造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过程中，传统
与现代、历史与未来应当和谐共生。
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拥有自己的尊严，
保护老城历史街区是对历史的尊
重。我们致力于让传承与创新相融，
怀旧与时尚共存，保护与活化并存，
历史与现代对话。城市要发展，文化
要传承也要与时俱进，注入新的文化
元素，老街区、老建筑才能重新焕发
光彩。

王林：巴渝建筑形态丰富，不仅有
传统民居建筑，还有官式建筑、祠堂建
筑、中西合璧建筑等类型。我认为，历
史建筑更加具有人文的积淀，这种建筑
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人际关系等血肉相
连，不可分割。我们要在保护修缮历史
建筑的基础上，对其活化利用，这样才
能彰显它的价值。例如，湖广会馆保护

修复工程，在传承会馆文化的同时，还
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让海内外游客感
受到重庆厚重的文化底蕴。

提升重庆文化影响力

重庆日报：近期，重庆提出全面建
设“山水、人文、城市”三位一体的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目标，你们对此有
何建议？

周勇：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
灿烂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我
们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应该紧紧
围绕重庆题材，由重庆作者原创、重庆
机构制作来展开，创作出“最重庆”的作
品，这样才能让重庆文化自信地走向中
国，走向世界。

我建议，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作
家、艺术家，应该更加具有担当精神，汇
聚成一支强大的文化力量，齐心协力创
作出精品力作奉献人民。对文化工作
者而言，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作为和一
代人的担当，同样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脚踏实地做研究、抓原创，做出无愧
于时代的作品。

王林：建议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从
文献展开始，做成更多关于城市规划、
城市建筑、城市形象及城市公共艺术的
展览，以期和重庆这座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建立更多、更直接的联系，充分发
挥艺术之于文化创新的推动作用，为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

专家学者共话重庆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应当拥有自己的尊严”
重 报 圆 桌 会

主持人：记者赵迎昭 实习生李宁
嘉宾：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

博士生导师 周 勇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王 林
历史文化学者、重庆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专委会主任委员 何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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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李宁）11月10日，由四川美术学
院美术馆主办的“人与城——何智亚城
市影像文献展”在该馆开幕。

展览分为重点工程、老城印象、古
镇寻踪、巴渝建筑、行者无疆等5个板
块，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直
辖以来的山城巨变。重点工程部分展
示了解放碑步行街、珊瑚公园、朝天门
广场、洪崖洞、重庆湖广会馆、杨尚昆故
居、重庆工业博物馆等12个重点工程
的建设过程；老城印象部分呈现了渝中
母城、江北城和南岸老街的历史影像；
古镇寻踪部分勾勒出川渝古镇独特的
建筑风貌和移民文化、三峡文化、巴蜀
文化、民族文化的印记与内涵；巴渝建
筑部分系何智亚历时几年，对巴渝乡土

民居深入考察研究后，对巴渝建筑特征
的理解和分析；行者无疆部分展示了何
智亚的活动轨迹及对价值观、人生观、
时间观的感悟与分享。

本次展览策展人、四川美术学院教
授王林说，系统梳理何智亚数十年来的
影像记录、研究成果、重点工程案例实
践，是为了呈现重庆城市特色，激活城
市记忆，追寻历史遗迹，唤起故土乡愁。

何智亚表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建筑是凝固的乐章，保护老城历史街
区、历史建筑是对城市历史的尊重，“希
望文献展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回忆、共鸣
与思考，进而对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给
予更多关注。”

据悉，展览将免费向观众开放至
11月29日。

激活城市记忆 追寻历史遗迹

“人与城——何智亚城市影像文献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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