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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左手拿葫芦，右手摇破扇，身着打
满补丁的衣服，头戴尖顶帽……10月
12日，沙坪坝区土湾街道新生村社区，
一位济公模样的演员吸引了不少市民
争相合影。

这位名叫王久的“济公”，做过农
民、开过理发店、经营过旅馆。2015年
王久踏入演艺行业，目前，他已参与拍
摄了央视热播剧《伟大的转折》等100
余部影视作品。新生村社区内充满年
代感的王久影视基地，也由他一手打
造。

“小人物也要有大梦想。”王久说，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只要勇敢追逐，就
能梦想成真的时代。

2015年前没出过重庆
表演让他看到广阔世界

王久是北碚区复兴镇思源村人，今
年 56岁。高中毕业后，王久在家务
农。“我不想当一辈子农民。”务农1年
后，王久向父母表达了想向舅舅学理发
手艺的想法。“学好手艺，将来饿不着，
要学就好好学。”父母嘱托道。

靠着刻苦练习，没过几个月，王久
就掌握了这门手艺。大约是1983年，
他在复兴镇开了一家理发店，当上了剃
头匠。2002年，凭借多年积累，他将理
发店开到了渝北两路，与此同时，他还
开了旅馆、办了通讯设备公司，日子过
得风生水起。

王久回忆，2015年之前，他连重庆

都没出过。虽然收入高了，但他内心仍
觉得空落落的，“我还是想追求些什么，
为60岁之后的生活考虑。”

2015年，王久偶然看到重庆电视
台《冷暖人生》节目组正在招聘群众演
员。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报了名，并
如愿在节目中扮演一名训斥员工的经
理。第一次表演，他只有一句台词，表
演不过10秒钟左右。

“我终于上电视了！”他说，第一次
表演很刺激，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后感到
非常自豪。

这次尝试，成为王久人生的转折
点。此后，他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剧组和
导演，赴全国多地拍戏，在一次次走进
角色内心世界的过程中爱上了表演。

参演《伟大的转折》
和王迅演过对手戏

在2019年央视热播剧、飞天奖“优
秀电视剧奖”获奖剧目《伟大的转折》
中，王久扮演了帮助红军渡江的老船工

刘伯。能够出演该剧，是他最大的骄
傲。

王久回忆，去年初，他到贵州拍摄
《伟大的转折》。“当我穿上破棉袄和草
鞋，脚被化妆师涂成黑色，这身装扮立
刻激发了我的表演欲。”他说，虽然天
气寒冷，但拍摄时，他心中仍暖洋洋
的。

渐渐地，王久收到越来越多的戏
约。在今年央视播出的电视剧《花繁叶
茂》中，也有王久的身影，他在剧中扮演
一个刁蛮的村民，还在剧中和著名演员
王迅演了对手戏。

“和著名演员演对手戏、接受著名
导演的指点，这些机会十分难得。”王久
称，当导演给演员讲戏时，他总会旁听，
并细心观察其他演员表演，从中汲取经
验。

演出时，王久总会带上符合角色身
份的服装和道具，以节省剧组工作量，
这样的工作态度让他得到了更多工作
机会。为了让自己更有特色，他还自制

多套“济公服”，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中，
他时常以这样的装扮示人，给人们带去
欢乐。

打造影视基地
梦想演到走不动为止

走进王久影视基地，仿佛穿越回几
十年前——黑白电视机旁插着鸡毛掸
子；商店柜台上放着算盘；石板路旁鲜
花盛开……

与剧组接触久了，王久逐渐摸清剧
组对场景和服装的需求，为了与影视有
更“亲密”的接触，也为了得到更多演出
机会，2017年，他回到重庆，开始在新
生村社区经营影视基地。这里闹中取
静，现存数十栋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联排别墅。截至目前，他已在这里打
造了近20个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场
景，不仅有不少剧组前来取景，还吸引
众多市民来拍照。

看着眼前的影视基地，王久笑称，
他已经痴迷上了表演，“我希望演到八
九十岁，演到走不动为止。”

除了自己表演，王久还带动新生
村社区数十名居民参与演出。“表演
很好耍，我在一部电视剧中演过下象
棋的市民。”居民蔡攀华已在新生村
社区住了30年，他说，自从有了影视
基地，社区变得热闹起来，他的同学
也慕名来参观，大家的精神生活丰富
了不少。

在影视基地的一个场景中，记者看
到了渝北区诗书画影研究会会长王儒
敏书写的“大器晚成”4个大字。“他在
表演这条路上很执着，希望他取得更大
的成绩，有朝一日演主角。”王儒敏说，
时代在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像王久一
样，不断“充电”，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
得更加富足。

从普通农民到参演100多部影视作品——

一位“老戏痴”的演员梦
□本报记者 张亦筑

半年多前，全国首个获得国家药监
局批准上市的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
IgM/IgG抗体检测试剂盒在重庆诞
生。消息一经发布，备受关注。这两个
仅用了40天研发的新冠抗体检测产
品，在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眼里，
是经过学校和企业数十名科研人员夜
以继日奋力攻坚换来的成果，的确太不
容易了。

确定开展科研攻关之初，黄爱龙就
召集该校几名学术骨干讨论决定，把研
究方向聚焦在新冠病毒抗体的化学发
光检测试剂研发上。因为，当时国内已
有多家公司可以提供核酸检测试剂产
品，但免疫诊断试剂还是空白。

从“0”到“1”的突破很艰难，但这
也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在黄爱龙
的带领下，项目团队采取了“双线并行”
的方式——实验的每个环节都是两组
人马同时独立推进，但每个实验都是1
个人加样，1个人检查复核。

那段时间全国物流交通大部分停
运，遇上实验需要的原料、耗材缺乏，只
有安排专人，采用接力的方式乘坐飞机
在重庆、天津、上海来回取送物资。

“研发上争分夺秒。”这是印刻在所
有项目成员心中的一句话。最终，他们
成功了。

3月3日，抗体检测被《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纳入新
冠肺炎确诊依据。3月9日，团队研发
的7个新冠抗体检测试剂又获得欧盟
CE认证，正式获得进入欧盟市场资质。

目前，除了在国内广泛应用外，IgM/
IgG抗体检测试剂盒还在欧美国家大
规模销售，日销售产品超过5万人份。

此外，黄爱龙团队还以自主研发的
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为技术手段，在国
内率先启动了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阐明了新冠患者、康复者和无症状感染
者的临床及免疫学特征，为制定长期防
控策略以及疫苗免疫策略提供了坚实理
论支撑，相关成果2个月内3次发表在
《自然·医学》，引起了全社会高度关注。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

带领团队研发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

“身为‘潘继明社区警务队’队员，
我就应当以英雄为榜样，不辱没英雄的
名字。”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丰文派出所

“潘继明社区警务队”队员、社区民警孝
希凤在面对居民称赞时，总是如此说道。

孝希凤口中的的英雄叫潘继明。
潘继明生前是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丰文
派出所民警，2月16日，他因突发心脏
病，倒在了抗疫一线。

潘继明牺牲后，丰文派出所为了传
递他的抗疫精神，成立了“潘继明社区
警务队”，以榜样的力量不断激励民警
们牢记使命、服务群众。

时间回到1月24日，这一天，我市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全市公安民警投入到紧张的疫情排查
和防控工作中，潘继明也不例外。

丰文派出所辖区位于城乡接合部，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压力，派出所决定

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疫情防控突击队。
51岁的潘继明主动请缨，担负起入户
排查和巡逻防控的任务。他带领同事
们仅用1周时间就排查3万余户近8万
人，摸清了辖区内人员的情况。

2月10日，丰文派出所辖区发现6
名疑似病例，派出所需配合卫生防疫部
门和社区工作人员入户排查。潘继明
也第一时间报名。当天晚上，社区需对
该小区楼栋进行封闭隔离，他又不眠不
休地来到该小区，开展防疫宣传、告知
隔离事项，一直忙到凌晨4点才回到派
出所。

就这样，仅两周时间，潘继明就排
查过往车辆近千辆，劝回欲外出群众
300余人，有效防止了疫情输入和扩
散。

2月16日上午，潘继明和同事一
起到辖区内一小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时，突发心脏病倒地，经全力抢救无效，
他牺牲在了战疫一线。

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丰文派出所民警潘继明：

生命最后一刻他仍坚守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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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0月13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由国家发改委、
文旅部联合组织的全国红色旅游发展
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结果近日揭晓，全
国共60个典型案例入选，重庆红岩红
色旅游发展典型案例是重庆唯一入选
案例。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先后整合文物遗址53处。截
至目前，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已荣获国家
一级博物馆、全国十大红色旅游景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多项荣
誉，是重庆一张响亮的文化旅游名片。
2019年，红岩联线管理中心迎客1150

万人次，位居全国博物馆第二位，仅次
于故宫博物院。

“红岩精神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具
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推进文化与旅
游、科技、教育融合发展，以及传承弘扬
红岩精神等方面我们正不断创新。”红
岩联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去

年，市委宣传部、红岩联线管理中心等
主办了“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让
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在全国各地深入传
播。此外，红岩联线管理中心还推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22个精品展
览，开展“小萝卜头进校园”等数百场宣
教特色活动。目前，红岩联线管理中心
正整体打造“红色三岩”革命遗址，修缮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旧址、渣滓洞等文物建筑，让红岩精神
代代相传。

重庆红岩红色旅游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建筑垃圾变身俏销环保建材

为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北碚区率先行动，引进具有建筑垃
圾资源化处理和再生利用核心技术的重庆卫环建材公司（以下称“卫
环公司”）。为推动项目建设，北碚区切实解决企业困难，服务到位，同
兴工业园区快速批复临时用地、区环保部门上门指导达标排放、市政

部门帮助建立建筑垃圾运输规范等等，切实推动项目如期投产。
如今，北碚区产生的建筑垃正源源不断运到卫环公司，经过企业

的资源化处理就变成了各类俏销建材，标志着北碚区率先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建筑垃圾治理模式。

变废为宝 高效转化

卫环公司的前身为重庆瑞建轻
质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称“瑞建公
司”），曾经是我市墙体材料30强企业
之一并是我市墙材协会副会长企
业。过去，一直致力于利用建筑垃圾
等废物生产建材。

通常，建筑垃圾等废弃物一无是
处，要么是掩埋、要么是露天堆放，侵
占土地、污染毒化土壤、水体和大气，
但瑞建公司如获至宝。企业将城市
建设弃不用的砖头、瓦砾、混凝土块
等建筑垃圾，连同粉煤灰、矿渣废弃
物一并运到厂里。用特定的工艺条
件将这些废弃物变成有不同功能的
墙砖，用耗能小、少污染的办法生产
出了真正的绿色建材，被广泛应用于
我市洪崖洞、来福士、未来国际等标
志性建筑。

落户北碚区后，卫环公司没有就
此止步，认为石粉、石材、河沙等属不
可再生物质，会随着国家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受到约束，开
始探索尽量多的利用建筑垃圾的途
径。

传统透水砖原材料多采用水泥、
河砂、石粉、石子等材料为主，而卫环
公司的透水砖以建筑垃圾为主，实现
了不用、少用不可再生物质的技术突
破，同样令建筑垃圾变身的透水砖性
能优异，产品强度高、耐磨性好，适合
更高负重使用环境；透水性好，有助
于人行道自然渗水；外表光滑，边角
清晰、线条整齐，色泽自然、持久，能
满足城市街道自然美观要求；抗冻性
能和抗盐碱性高，不易破裂，使用寿
命长。

在墙材开发方面，尝试多用建筑

垃圾，少用水泥、河砂等不可再生物
质，最后也能神奇成型成砖，而且这
些砖后期一旦成为建筑垃圾，又可以
用作原料循环利用。

经过努力，建材产品内的建筑垃
圾含量已经达到85%至90%之间，卫
环公司掌握了建筑垃圾变废为宝高
效转化的核心技术。

由于成效显，卫环公司继续成为
我市发展循环经济行业排头兵，成了
行业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模范。现
在的卫环公司已经优化成为一个集
科研、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经济实体。

积极准备 扩大产能

卫环公司坐落于北碚区同兴工
业园A区，生产设备“胃口好”、市场
需求“胃口好”。

生产设备能力强，能消化各种
建筑垃圾，耗能小、少污染。车间外
一头，建筑垃圾堆积如山；车间内，
伴随机器的轰鸣，各类建筑垃圾被
分选、破碎、筛选、分类，大小有着明
显区别的几种原料同时从两个传送
方向落下，一处形成有均匀大小并
十分坚硬的碎石子小丘，另一处形
成形如河沙的“沙堆”；在制砖环节，
几种原料按照比例与水泥、面料、颜
料等混合搅拌后进入压机自动挤压
成型，产品排列整齐地出机；车间外
的另一头，不同的产品或平铺养护、
或堆码成行。目前，年处理 10-15
万吨建筑垃圾。

市场需求旺盛，卫环公司生产的
建筑垃圾资源化再生产品都经过了
严格的检测与严酷市场应用实践，新

型透水砖、生态砖凭借好用、耐用、美
观畅销市场；新型墙材砖凭借保温隔
热性能好、绿色环保、质优价廉等优
点成为建筑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抢手
货。现在，这些产品都无法满足市场
供应需求。

卫环公司董事长江泽潭说：“企
业设备‘胃口好’、市场需求‘胃口
好’，按照设想，如果有足够的、长期
用的场地，且按照标准化厂房建设，
再新上价值 1000 多万元的生产设
备，年消化建筑垃圾的能力将达到
60-80万吨，可为北碚区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做出更多贡献。目前，此事
已引起北碚区高度重视”。

协同发力 前景光明

我市每年约产生 1400 万吨建
筑垃圾，从远期看，若全面完成
我市旧城改造，仅我市就将产
生上亿吨建筑垃圾。随着我
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深入，无废城市、循
环经济等目标密集实施，
建筑垃圾资源化再生利
用成为必由之举 ，我市开
始协同发力。

目前，市发改委、住房
城乡建设、规划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正从简化立项、规
划、用地、施工方面入手支持建
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作，并要
求出台政策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再生产品的生产和应用。我市规
定，主城区政府投融资的建设项目使
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再生产品替代用
量不少于30%；主城各区，纷纷出台

资金、土地、信贷、税收等政策，吸引
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落户。

卫环公司拥有建筑垃圾资源化
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该企业表示，
愿意通过技术支持推动各区建立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工作。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时不我待，
我国建筑垃圾总体资源化利用率不
足10%，远低于欧美国家的90%和日
韩的95%，我市同样不足10%。表明
我国建筑垃圾的价值有极大的开发
空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前景光
明，卫环公司要甩开膀子干！

潘子奇 潘锋
图片由重庆卫环建材公司提供

卫环公司生产现场一角

由建筑垃圾变成的透水地面砖深受市场青睐

由建筑垃圾变成的环保墙体砖供不应求由建筑垃圾变成的环保墙体砖供不应求

北碚区重庆卫环建材公司积极谋求做大企业做强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