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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四川美术学院获
悉，由该院主办的“柳荫粮仓·艺术存储
与萌芽计划”展览日前在北碚区柳荫粮
仓启幕。

据介绍，位于北碚区柳荫镇的柳荫
粮仓，建于1953年，分4个仓库，占地
两三千平方米。去年8月，四川美术学
院联合柳荫镇政府，开始进行“柳荫粮
仓·艺术存储与萌芽计划”，建筑环艺、
油画、版画、影视动画、公共艺术等多个
专业的上百名师生，共同参与到这项计
划中。

1月8日，上百件展品摆满了这座
废弃粮仓。展览共包括六个单元。其
中，“场所的重塑”通过对粮仓做整体的
测绘、设计，以及《乡村之音》《归》等作
品的情景还原，重现那个时代的记忆与
生活；“民艺的活化”有柳荫小学师生用
草编技艺还原的乡村院落，川美师生用
版画绘制的粮仓、水库、水渠、市集等

“柳荫四景”组成。
“在地艺术创作”由师生们随机选

择空间，进行适宜的创作。
“师生们将现场本身作为创作对

象，让荒废已久的粮仓成为丰富当地群
众生活的艺术综合体。”四川美术学院
副院长焦兴涛表示，川美将持续与柳荫
镇合作，创作艺术作品并进行存储与展
示，让村庄焕发新的活力。

“柳荫粮仓·艺术存储与萌芽计划”展启幕

废弃粮仓变身艺术存储地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大家有没有信心？”2019年12月
31日下午，铜梁玄天湖畔，一位头戴鸭
舌帽，精神矍铄的老者话语铿锵。

“有！”9名年轻舞龙队员大声应
道。

随后，老者迎着寒风舞起龙珠，与
龙嬉戏。在他的带动下，龙时而漫天翻
卷，时而呼啸而出，气势逼人。

老者叫黄廷炎，今年78岁，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铜梁龙舞）代表性传
承人。舞龙的年轻人，来自铜梁二中。
黄廷炎在给他们作现场指导。

从儿时追着龙灯满街跑，到带领或
指导铜梁龙舞团队先后参加新中国成
立 50周年、60周年、70周年庆典和
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国内重大活动，
到远赴海外开展文化交流，黄廷炎与龙
舞结下不解之缘。在他的推动下，昔日
的“街头杂耍”不但登上了大雅之堂，成
为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之一，也让铜梁龙
文化产业蓬勃兴旺。

“传承龙舞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爱好”

黄廷炎出生于铜梁安居古镇。在
安居，逢年过节，镇上都会敲锣打鼓，举
行舞龙表演。

“那时，只要锣鼓一响，我浑身都来
劲，追着舞龙队满街跑。”儿时看热闹的
场景，给黄廷炎留下美好回忆。

14岁那年，黄廷炎进入铜梁川剧
团，成为剧团里最小的演员。从武生到
剧团编导，黄廷炎为日后的另一番事业
埋下伏笔。

1988年9月，北京举行首届国际
旅游年舞龙大会，铜梁川剧团代表四川
省参赛。黄廷炎主动请缨，担任龙舞导
演，负责50米长大蠕龙的动作编排和
训练。

彼时，当地民间舞龙只有“之字拐”
“鸡渣步”等几种简单套路。黄廷炎决
定对舞龙套路进行创新。他加入故事
情节，以舞蹈方式编排，设计出“龙出
宫”“快游龙”“大回宫”等20余个新的
表演形式，再融合川剧特色的场景、音
乐、体育、杂技，让铜梁龙舞独具特色，
一举摘下桂冠。

在黄廷炎的精心钻研和巧妙编排
下，铜梁龙舞由民间杂耍一跃进入艺术
殿堂。

1993年，铜梁川剧团改制，黄廷炎
下岗自谋出路。但是，他还是放不下舞
龙，时不时参加与舞龙有关的活动。

1999年，黄廷炎接到一个特殊任
务——担任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
龙舞方阵总编导。龙舞方阵限定在一
个长60米、宽50米的矩形中，表演时
间为 8分 6秒，前后误差不能超过 2
秒。

“一条大蠕龙的长度为50米，加上
龙珠，一共52米，拉伸后前后仅剩4米
的距离，况且是九条龙！”黄廷炎回忆，
历经7个多月、前后58次修改，舞龙队
的表演动作才最终敲定。

表演那天，龙舞方阵出场。三排重
鼓，九条巨龙，翻江倒海，呼啸而去。路

过天安门前，九龙三条一排，气势磅礴，
惊艳全场。

这次表演让铜梁龙舞闻名天下。
1999年，国家体育总局宣布铜梁舞龙
队为“国家舞龙队”；2006年1月，铜梁
龙舞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龙舞，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爱
好。”黄廷炎说。

铜梁龙产业创收过百亿

今年1月2日，第二届龙灯艺术节
在铜梁城区、安居古城、玄天湖、奇彩梦
园、人民公园举行，吸引大量游客前往
游玩、消费。该活动将持续到2月24
日。

在黄廷炎等一批老艺人的推动下，
铜梁区从2005年起将自编的龙舞及龙
文化乡土教材发放到中小学。如今，该
区几乎每所学校都有舞龙队。

铜梁龙文化的兴盛，带动了铜梁文
化产业的发展。铜梁区委、区政府出台
龙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建成龙灯彩
扎村（基地）8个，扶持20余家龙灯制
作和文化创意企业发展，采取“公司+
农户”的经营模式，开发龙灯系列产品
120余种，销往全国各地和美、英、日、
俄等10多个国家；至少200多位技术
娴熟的扎龙技师活跃于各地，1500余
人以舞龙为业，每年组织商业演出
1000多场次……以彩扎、教习、研发、
展演、产品为一体的“一条龙”文化产业
在铜梁日益壮大。

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铜梁龙灯艺术节共吸引游客400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2 亿元。
近三年，铜梁龙文化相关产业创收超过
100亿元，带动新增就业1万余人，帮
助200余户实现脱贫。

“只要我走得动，就要把
舞龙传承下去”

40多年来，黄廷炎编导或参演的
龙舞作品先后获得群星奖金奖、“山花
奖”等国家级奖项9次。2008年3月，
黄廷炎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铜梁龙舞）代表性传承人；2009
年又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先
进工作者。

“这些年，国内众多省市的舞龙队
进步很大，对铜梁龙形成挑战。我们必
须不断创新、突破，特别是在竞技龙方
面。”尽管获奖无数，黄廷炎对舞龙的钻
研一直没有停。

“铜梁龙身上体现出的是靠得住、
顶得起、过得硬、容得下的精神气质，我
有幸成为龙舞传承人，希望能在有生之
年，再多做一些事。”黄廷炎说。

如今，78岁的黄廷炎仍然活跃在
龙舞场上，将苦心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新人。在铜梁的各个大中小
学校里，常常可以看到黄廷炎手把手教
学生练习龙舞的身影，甚至北京、上海、
浙江以及泰国等地都时常有人请他前
去教学。而由他一手教出来的张明星、
张顺生、黄文灿、张永江、梁志春等得意
弟子们，又带领着一茬又一茬的舞龙人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只要我还走得动，就要把舞龙传
承下去。”黄廷炎扶了扶头上的鸭舌帽
说。在这顶几十年从不离身的帽子
上，绣着的两条金色巨龙，依旧熠熠生
辉。

铜梁龙舞传承人黄廷炎——

痴心无悔 演绎龙舞传奇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何做好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如何巩固
脱贫成效？

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紧盯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创新“惠农
e 贷”产品精准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
展，带动贫困户持续增收、稳固脱贫，
为助力产业扶贫作出了新的贡献。

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目前，农村资源要素流动机制尚
未建立，就整个金融市场来看，农民融
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犹如顽疾
缠身，难以彻底解决。重庆农行积极
作为、主动担当，回归金融本源，聚焦

“三农”主业，创新推出“惠农e贷”产
品。该产品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
批量采集农户内外部数据，通过“让数
据跑腿”，建立信贷模型，可实现系统
自动审批，农户自助快捷用信。该产
品主打信用贷款，信用方式最高可贷
30万元，低利息，办理手续简便，当日
申请即可到账，随借随还，农户可通过
农行网点、掌上银行、惠农终端等多渠
道申请、发放、归还贷款，再也不用多
次往返银行奔波，正可谓“农民田间在
劳作，农行贷款送上门”。

解决好钱用到哪里去的问题

早在2016年，重庆农行就开始探索
用“惠农e贷（烟农贷）”（下称“烟农贷”）
支持全市烟草种植业发展，特别是优先

在黔江、石柱、酉阳、彭水、奉节等有深度
贫困乡镇的区县试点。烟农贷上线以
来，已在全市主要种烟区域全面铺开，累
计准入烟农白名单1.5万户，预授信14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3000笔、1.8亿元。
同时，农行还大力支持重庆发展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围绕“山地、山水”开展
业务。目前，已上线酉阳花椒贷、秀山茶
农贷、潼南柠檬贷、江津渔业贷等32个
特色产业惠农e贷产品，紧贴重庆山地
农业“多品种、小规模”的特征，实现10
大山地特色高效产业全覆盖，累计准入
白名单农户1.2万户，预授信7亿元，发
放贷款1500笔、1.5亿元。

解决好发挥钱的最大效应问题

与平原地区相比，重庆山地农

业难以形成集约化、规模化效益，因
此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将重庆“多品
种、小规模”的山地农业打造成“高
品质、好价钱”的产品，实施农业品
种、品质、品牌建设工程。重庆农行
作为服务“三农”业务发展的排头兵
和主力军，紧跟市委、市政府产业发
展规划，精准支持“巴味渝珍”区域
公共品牌上游农户安心发展种植养
殖产业，助力公共品牌创建和价值
提升。截至目前，农行已推出了石
柱黄连贷、潼南柠檬贷、奉节诗橙
贷、丰都肉牛贷等 10 个惠农 e贷产
品，累计准入“白名单”农户 1 万余
户、预授信 5 亿元，发放贷款 1068
笔、1.1亿元，2019年底前实现“巴味
渝珍”区域公共品牌 12大重点农产
品“惠农e贷”全覆盖。

解决好“接二连三”的产业融合问题

重庆好山、好水、好风光，文化旅游
资源丰富，要通过发展农业实现“接二
连三”的产业融合发展，这一契合点便
是发展乡村旅游业。根据全域旅游路
线规划，重庆农行已在全市14个区县
上线惠农e贷（农家乐）贷款产品，累计
准入“白名单”1400户，预授信3亿元，
产业融合带贫效果显著。以武隆区为
例，农行围绕武隆高山蔬菜、乡村旅游
等产业，在武隆陆续推出大额信用贷
款、高山蔬菜贷、农家乐贷等“惠农e贷”

产品，对双河镇、仙女山镇、白马山、深
度贫困乡后坪乡等区域的农户进行了
重点支持，不到半年时间，已发放贷款
400多笔，累计放贷近5000万元。其
中，农行向武隆区火炉镇农户申建忠发
放80万元信用贷款，用于发展脆桃产
业。“火炉脆桃”已成为火炉镇脱贫致富
的支柱产业，申建忠因其带动作用，被
评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劳动模
范。农行在助力武隆区形成“游仙女
山、品仙女果、摘仙山菜、喝仙山茶”的
融合发展上贡献了应有之力。

向书余 徐一琪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重庆农行在行动 ③

农行重庆市分行“惠农e贷”精准发力带动产业扶贫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雨寒）1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扶贫办获悉，在现行标准下,我市建卡
贫困人口还剩2.4万余人，贫困发生率
降至0.12%。这意味着，我市98%以上
贫困人口已脱贫。

数据显示，2014年底，我市精准识
别出贫困人口165.9万人，贫困村1919
个，贫困发生率为7.1%。

“我们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帮助
贫困群众脱贫增收。”市扶贫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

我市引导2093家龙头企业参与产业
扶贫，在14个国家级贫困区县建立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探索建立土地
流转、资金入股、房屋联营、务工就业、
保底分红、产品代销等带贫机制，90
余万贫困人口通过产业持续增收；建
成“扶贫车间”163个，针对贫困人口
开发公益性岗位46440个，以稳定就
业实现稳定脱贫。

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我市通
过建立财政资金、专项基金、地方债、群
众自筹“多位一体”融资模式，全面完成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25.2 万
人，同步跟进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努力
实现每户搬迁户都有一个增收项目、都
有一个人就业。

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我市组
织贫困人口参与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
保护等生态工程，落实生态护林员
19035人；大力发展森林康养等生态产
业，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特色经果林、
生态旅游等产业，建设乡村旅游扶贫重
点村612个，努力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变
成农民增收致富优势。

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我市去
年投入中央和市级资金10.9亿元，全
面推进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
造，重点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
规模学校建设，实施高中贫困毕业生定
向培养（全科医生）招生计划、免费学前
师范生和全科教师计划，贫困地区办学
条件进一步改善。

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近年来，
我市建立起社会救助标准自然增长机
制和物价上涨联动机制，2019年农村
居民低保标准提高至每年5280元，较
扶贫标准高1530元，22.8万贫困人口
纳入低保兜底保障，占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总数的13.5%，并实施贫困家庭失能
人员集中供养模式，确保符合条件的贫
困人口实现“应保尽保”。

该负责人表示，2020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我市将加大动
态排查力度，及时全面摸清贫困群众底
数，动态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聚焦深度贫困攻坚，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决不落下一
户一人。

重庆贫困人口98%以上实现脱贫
建卡贫困人口尚剩2.4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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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苏畅）“我鼓起勇气，我说服自己，去寻
找我的骄傲，珍惜自己，拥有生命的权
利……”1月12日，由5位器官受捐者
组成的“一个人的乐队”在录音棚内排
练歌曲《感受生命》，他们有的奏响贝
斯，有的缓弹吉他，有的跟着音乐节奏
摇动沙锤。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重庆
市首位涉外器官捐献者——澳大利亚
人菲利普。

菲利普是一个阳光帅气的澳大利
亚小伙，他的生命因疾病定格于2018
年5月9日。他的肝脏、两个肾脏和一
对角膜被捐献出来，挽救了3个人的

生命，使两个人的眼睛重获光明。菲
利普因此成为重庆市首位涉外器官捐
献者。

“在2019年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
怀纪念活动上，菲利普的父母提到他生
前最大的梦想就是组建一支乐队。我
们听到后十分感动，联系到5位菲利普
的器官受捐者，大家共同决定组织一支

乐队来完成菲利普的遗愿。”重庆市遗
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周学跃告诉
记者。

“我们以前连五线谱都弄不明白，
现在要学习沙锤、吉他、贝斯。尽管很
有难度，但是再难也要学，我们希望完
成菲利普的梦想！”5位受捐者中有3位
重庆人、2位四川人，他们来自不同行

业，这次是零基础组合乐队。5人表
示，虽然排练很难，压力很大，但是一定
要完成菲利普生前的梦想。

据悉，两个多月后，“一个人的乐
队”将在2020年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
怀纪念活动上登台演奏《感受生命》，
把这首歌曲献给所有的遗体器官捐赠
者。

为完成捐献人菲利普遗愿

5名器官受捐者组成“一个人的乐队”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

2016年 11月 30日，第一轮中央
环保督察第五督察组进驻重庆开展环
保督察期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
栏目报道了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涪陵化工”）南岸浦厂区
环境污染问题。

2017年4月28日，中央环保督查
组向重庆反馈督察意见时指出：重庆市
有24个工业园区位于长江、嘉陵江和
乌江沿岸，其中长寿、万州和涪陵等3
个重点化工园区部分企业位于沿江1
公里范围内，98家规模以上化工企业
沿长江布局，其中离岸1公里范围内有

27家，在“三江”沿岸有重大风险源70
个。督察期间媒体曝光的中化涪陵化
工生产区和渣场均位于距长江1公里
范围内，水环境污染和风险严重，对周
边群众影响大。

涪陵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涪
陵化工位于涪陵区龙桥工业园区，占地
面积2000亩，主要生产磷复肥，以及硫
酸、液氨等中间产品。

涪陵化工环境问题被央视曝光后，
涪陵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响应，对企业负责人、车间负责人、环境
监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等17人进行了
责任追究，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
1人，层层压实责任整改突出问题，并
形成了2019年底现厂址全面关停、磷

石膏渣场完成覆土复绿、全厂搬迁至白
涛化工园区的整治方案。

涪陵区还出台了《关于中化重庆涪
陵化工有限公司环境问题整改处置任务
分解的通知》，将7大项14小项工作任务
细化分解到区级部门、园区和街道，明确
了责任单位、配合单位及责任人。

2019年 10月 31日，涪陵化工南
岸浦厂区实现全面停产。

在南岸浦厂区关停后，涪陵化工将
持续开展磷石膏堆场治理及覆土复绿
等工作，累计投入近1亿元。

目前，磷石膏堆场完成边坡、顶部
覆土复绿。

此外，投资3800万元，日处理能力
3600立方的涪陵化工磷石膏渣场渗滤液

污水设施建成投用，经涪陵区生态环境监
测站连续监测，已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涪陵化工负责人介绍，涪陵化工环
保技改搬迁项目一期工程，选址白涛化
工园区，计划投资30亿元，采用目前国
内外最先进的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工
艺，结合植物生长需要，建设20万吨/
年精细磷酸盐及配套新型专用肥项目，
产品为国家鼓励发展的高端精细磷酸
盐产品及新型生态专用肥料，实现产品
上档升级。

截至目前，涪陵化工环保技改搬迁
项目已完成选址、立项审批、环评、能评
等前期工作，正加快开展征地拆迁、初
步设计、场平前期准备等工作，项目预
计2021年底建成投产。

涪陵化工南岸浦厂区全面停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