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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20年10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4家供水企业的4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

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城口县惠民供水有限
责任公司邱家湾水厂
（二氧化氯）

巫山县鼎诚水务有限
责任公司（二氧化氯）

重庆市涪陵区自来水
有限公司李渡水厂
（二氧化氯）
重庆市渝宁水利水电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凤
凰水厂（二氧化氯）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 》GB5749- 2006
（限值）

备注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余氯/二氧
化氯
mg/L

0.38

0.18

0.25

0.18

0.35

0.30

0.33

0.17
余氯≥0.30

二氧化氯≥0.1
余氯≥0.05

二氧化氯≥0.02
1、本月抽检单位中，城口县惠民供水有限责任公司邱家湾水厂出厂水、管网

水氯酸盐指标超标，其余水厂的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城口县惠民供水有限责任公司邱家湾水厂，巫山县鼎诚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重庆市涪陵区自来水有限公司李渡水厂，重庆市渝宁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凤凰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42项指标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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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毒刑拷
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
声中动摇……”11月29日，话剧《红岩
魂》在荣昌区荣昌剧场精彩上演，来自重
庆市话剧院的演员们用精湛的演技，把
数百名观众带回到那段革命的岁月。

11月23日-29日，话剧《红岩魂》先
后在涪陵、丰都、永川、荣昌等地上演，受
到不少市民的追捧。随着《红岩魂》登上
各区县舞台，“奋进新时代 共圆小康
梦”重庆市文艺家送欢乐进基层活动正
式启动。

重庆市文艺家送欢乐进基层活动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委、市文联、市
作协共同主办，从即日起到12月底，我
市将通过新年音乐会、话剧巡演、综合文
艺节目演出、书画摄影文艺作品展览、文
艺技能辅导培训等多种方式，增强群众
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据悉，原创话剧《红岩魂》由重庆市
话剧院倾力打造，该剧以女大学生小周
为完成关于“狱中八条”的毕业论文，采
访重庆“11·27”大屠杀幸存者“张爷爷”
为引子，围绕《挺进报》事件的发生展开，
用5个故事串联全剧，艺术地再现了刘
国鋕、王朴、陈然、小萝卜头、江竹筠等英
雄群像，诉说了他们的青春、热血、信仰
和忠诚。该剧自2018年 10月首演以
来，已先后在市内外演出数十场，并曾代

表重庆参加第三届全国话剧展演季。
作为一部红色话剧，《红岩魂》自首

演以来，一直拥有很高的热度。记者在
涪陵、永川等地看到，演出开始前1个小
时，就已有不少观众来到剧院。“之前看
过很多遍《红岩》，但这却是我首次通过
话剧了解红岩烈士的内心世界，相信会
给我不同的感受。”家住涪陵的市民王晓
对记者说。

表演过程中，重庆市话剧院演员们
演绎的英烈故事让现场观众数度落泪。
特别是演到王朴母亲宣读入党誓言时，
背景出现王朴大义凛然的形象，以及小
萝卜头牺牲时激烈反抗的场景，更是让
不少现场观众为之动容。“这部剧成功塑
造了红岩英烈的群像，画面相当具有冲
击力。例如江竹筠受审时，5名特务手
持长鞭打向舞台前方地面，这个艺术化
的画面处理让我很震撼。”家住永川的吴
菊告诉记者，她还准备带家人重游渣滓
洞、白公馆等地，给孩子讲述江姐等人的
故事。

“组织话剧《红岩魂》到区县演出，就
是希望能通过这种形式传播红岩精神，
致敬红岩英烈。”重庆市话剧院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张剑说，未来他们还
将加大对《红岩魂》《幸存者》等话剧的打
磨力度，增强话剧的观赏性，进一步传承
红色基因，让更多人从先烈前辈身上汲
取力量。

“奋进新时代 共圆小康梦”重庆市文艺家
送欢乐进基层活动启动

话剧《红岩魂》巡演受追捧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 月 2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
我市开展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8年
来，评估出高危样本22.38万人次，完成
筛查7.47万人次，检出疑似或确诊癌症
2578例，检出率为3.45%。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
程度逐年提高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的改
变，癌症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截至
2019年底，重庆癌症发病率为289.40/
10万，且这一群体数量还在增加。

“癌症防治工作是健康中国重庆行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卫生健康委疾
控处处长胡宇峰说，重庆在全市开展了
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并组建随访
团队专职开展肿瘤患者出院随访，构建
肿瘤大数据科研平台，建立患者诊疗及
随访“数据闭环”，目前已收集整理15家
医院10余万人次肿瘤患者的诊疗病历
数据。

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三
分之一的癌症病例可以预防；三分之一

的癌症病例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
治；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例可以通过现有
的医疗措施延长生命、减轻痛苦、改善生
活质量。

为此，从2012年起，重庆开展了城
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通过问卷调查评
估出高危人群。

“我们将积极推动肿瘤规范诊疗。”
胡宇峰说，我市将搭建三级肿瘤防治平
台，参照市肿瘤防治办公室设置，各地依
托区县肿瘤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建立区
县肿瘤防治办公室，每个区县依托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建立肿瘤
防治服务点。同时，重庆还设立市、区域
两级癌症中心，通过技术支持、人才帮扶
等形式，整体带动区域内癌症防治水平
的提升。

专家提醒，癌症是一种慢性疾病，可
防可控。广大居民应改变不良的生活习
惯和方式，比如减少吸烟或戒烟、限制过
度饮酒、适度锻炼控制体重、健康饮食保
持营养均衡等。

重庆开展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

8年评估高危样本22.38万人次

□本报记者 赵迎昭

11月27日，“中国石窟寺考古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暨中国
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
会”在大足区开幕。来自北京大学、中
国社科院、四川大学、故宫博物院、敦
煌研究院等单位的74名专家学者济
济一堂，研讨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发展，
见证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
会成立。

本次盛会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主办，中国考古学会宗教
考古专业委员会、大足石刻研究院承
办。会议中，专家学者建议加强川渝
石窟寺的保护利用，让石窟瑰宝焕发
光彩。

“大足石刻应发挥领头羊作用，
带动川渝石窟寺保护利用”

“以大足石刻为中心，包括今天川
渝两地相当多的唐宋时期的佛教石窟
艺术，构成了中国佛教石窟寺艺术一
个非常重要的西南板块。”四川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表示。
“大足石刻已经成为重庆的一张

金名片。”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
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教授李崇峰说，“大足石刻应发挥
领头羊作用，带动川渝石窟寺保护利
用。”

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十三五”期间，我市投入4.73亿元，实
施92项石窟寺保护重点工程，出版
《大足石刻全集》《潼南千佛寺》等研究
成果，石窟寺保护取得了硕果。

由大足石刻研究院和重庆出版集
团联合编纂出版的《大足石刻全集》，
共计11卷19册，是我国针对一个大型
石窟群编写的第一部全面的考古报告
集，受到考古界瞩目。当大足石刻研
究院院长黎方银在会场分享《大足石
刻全集》编纂过程时，现场数次响起热
烈掌声。

“川渝石窟寺各项工作要紧密
协作，打出组合拳”

川渝如何加强川渝石窟寺整体研
究、保护和利用呢？

霍巍说，川渝推动石窟艺术整体

研究，要全面“摸清家底”，以大足石刻
中心石窟寺作为抓手，对重点石窟寺
开展科学的保护、研究和利用；系统梳
理川渝石窟寺的文化价值、历史背景、
宗教源流，向全世界宣传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石窟寺遗
存。

霍巍认为，除了整合考古学界力
量，还要借助历史、民俗、艺术等方面
的力量，对川渝石窟寺开展多层面的
综合研究和保护利用，“川渝石窟寺各
项工作要紧密协作，打出组合拳。”

“没有科学的考古报告，好比一座
大厦没有基础一样。”霍巍建议，川渝
石窟寺保护利用应继续重视编纂考古
报告。

李崇峰也强调了考古报告的重要
性。他表示，《大足石刻全集》对大足
石刻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5处石
窟（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
山）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整理，但
大足还有很多石窟寺值得被记录，这
既是石窟保护的需要，也是开展研究
的基础性工作。他建议，大足石刻专
家还可以为川渝其余石窟寺编纂考古
报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与会专家均表示，川渝要更加注
重引进和培养石窟寺专业人才。“石窟
寺研究人才、测绘人才、绘图人才都严
重缺乏，引进人才难，留住人才更难，
希望更多人才坚守石窟寺考古一线，
在实践中成长成才。”故宫博物院研究
馆员罗文华说。

“川渝石窟寺最有条件成为
中国南方石窟寺中心”

专家认为，川渝石窟寺资源丰富、
价值重大，可在文旅融合方面大有作
为。“川渝石窟寺最有条件成为中国南
方石窟寺中心。”霍巍说，期待形成西
北敦煌，黄河流域云冈、洛阳，长江流
域川渝石窟寺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将
极大提升川渝石窟寺的凝聚辐射作
用，助力文旅融合深度发展。

正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举办
的“天下大足——大足石刻的发现与
传承”受到专家学者好评。霍巍建
议，川渝文博单位将来可采取形式更
加多样的手段让石刻文化绽放光彩，
吸引更多人关注文化遗产，以此增强
我们民族的审美力和文化自豪感、自
信心。

专家学者为川渝石窟寺保护利用支招——

做好做深石窟艺术文旅融合大文章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27
日，由綦江区委宣传部、重庆永尊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革命历史题材电
影《东溪突击》在解放碑hmv映联万和
影城举行首映礼。来自重庆各地的100
多名影迷齐聚影厅，跟随电影画面感受
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电影《东溪突击》是以1935年中央
红军在重庆綦江境内的活动为背景，重
点还原了红一军团一师二团进驻綦江羊
角，保证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红一军团直
属队和第一、第二师进驻綦江石壕，为红
军主力部队四渡赤水制造战机等历史事
件。该片由曾导演过电影《远亲》的余铁
担任导演，重庆本土作家胡学忠担任编
剧，男女主角则分别由中央戏剧学院毕
业的靳益娜和四川传媒学院毕业的张晓
旭扮演。该片全程在綦江区取景拍摄。

“哥当红军打天下哟……”当天下

午，悠扬的山歌拉开了整部电影的序
幕。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观众仿佛
被带回到那段峥嵘岁月。“作为首部反映
工农红军在綦江地区展开革命活动的电
影，《东溪突击》不仅用艺术的手法生动
再现了工农红军在綦江地区的斗争历
程，还描写了众多革命青年在红军连长
肖雄飞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故
事。影片深度展现了红军精神给綦江地
区带来的影响，以更好地传承红色基
因。”余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东溪突击》是綦江区深入挖掘和保
护利用红色资源的重要成果。”綦江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未来綦江要继续做好区
内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加强史实研
究、遗迹保护和文物征集，精心打造红色
旅游线路，积极创作革命题材文艺作品。

据悉，《东溪突击》将于12月在中央
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

首部反映工农红军在綦江地区革命活动影片

本土电影《东溪突击》首映

11月29日，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中益乡华溪村中坪“脆
桃+”基地，产业工人在给脆桃
修枝整形。近年来，中益乡政
府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引导村
民以土地入股发展村集体经
济。当地村民不仅成为村集体
产业工人按月领薪，每年还要
分土地流转金和产业红利。特
色产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助推了乡村振兴。
特约摄影 谭华祥/视觉重庆

发展村集体经济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通讯员 杨梅娜

11月24日，万州区龙驹镇梧桐村
国家级保种场芦花鸡西南繁育中心二
期工程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到
12月中旬，该项目将全面投产，每月将
新增鸡苗40万只。记者四个月前来
采访时，繁育中心二期工程还只是一
个工地。据了解，在龙驹镇全力打好
脱贫收官大决战中，全镇像这种有序
推进的乡村振兴项目有70多个。

返乡之约
“我的心在家乡深深地

扎下了根”

当日一大早，在龙驹镇梧桐村国
家级保种场芦花鸡西南繁育中心，技
术骨干向腾波把刚出壳的鸡苗转运到
育雏车间，这些鸡苗两个月后就能上
市销售。

走出温暖的车间，一股冷气迎面
而来，向腾波搓了搓手。

过去，龙驹镇几乎没有成片的田
地，除一条叫作磨刀溪的深深沟壑外，
就是两面对出的大山。18岁那年，向
腾波和好友谭方毅约定：一定要走出
这大山，到外面去闯闯，待做出些成绩
后，再回到家乡。

变化，源于脱贫攻坚战。数年前，
梧桐村率先引进了芦花鸡生态养殖项
目。作为龙驹镇依托鲁渝东西扶贫协
作在梧桐村发展的新兴脱贫产业，该
项目不仅让村里98个贫困户全部脱
贫，还创新推出消费领养、社会认养、
区域联养、分户散养和托管代养“五养
新模式”，把产业带动效应辐射到岭
上、花坪等9个村，以及龙驹镇外的后
山、弹子、李河等10多个乡镇，重庆市
内外预购芦花鸡苗30万只。

原来闲置的山林，现在成了增收
来源地。通过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
龙驹镇已经形成“果药菌茶+生态畜
禽”的产业格局，每个村、每一个产业
背后都有专业科技队伍提供技术、管
理支撑，在全镇建成科技帮扶产业基
地25个。

“踏上乡土的那一刻，我如释重
负。走在宽阔的乡村道路上，裤腿上
再也不会沾上像铅坠一般的泥巴。我
的心便在家乡深深地扎下了根。”向腾
波感慨地说。

近年来，龙驹镇创新“一村一品
牌、一镇一特色”模式，探索实施“在乡
能人创业，外出返乡创业，市民下乡创
业”的“三乡归雁工程”，实打实的“组
合拳”汇聚成一股强大力量，不断为全
镇脱贫攻坚注入源头活水。

奋进之约
“只要劲头不松，再难的

事都不怕”

“一首龙驹歌，唱着真快活。梯田
层层小河弯弯，碧浪泛清波。小康道路
村村通，致富乡亲家家乐，幸福满屯

箩。”一曲旋律深情悠长的《幸福满屯
箩》荡漾在龙驹镇龙溪村的青山绿水间。

龙溪村山里有幢风格别致的小洋
楼，旁边紧挨着一幢于20世纪50年代
用条石垒砌的二层民居楼。房前地坝
的大青石堡坎护栏上，镂刻着的“立
功、立德、立言、育人、尽孝”十个大字。

“这里是川东地下党龙溪支部的
所在地。”村支书谭明清介绍，现在这
里修建起一座书院，将龙溪革命老区
红色历史文化、农耕乡土文化等用实
物形式进行展示，办成教育基地。

大山里生态环境恢复后，庄稼时
常遭到野猪损坏，老宅故园也在岁月
的长河中日渐斑驳，是否该对其进行
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在山村与现代
文明碰撞、山里人与生态环境改善所
面临的现实矛盾中，龙溪村该如何发
展，如何脱贫致富奔小康？

“答案就是：既要留住历史记忆、
留住乡愁，又要开辟新路，巩固脱贫成
果。”谭明清说，“只要劲头不松，再难
的事都不怕。这就是‘龙驹力量’。”

经专家论证，村支两委决定把龙
溪茶作为主导产业，一来野猪不食，一
年辛苦不至于白费；二来通过建立现

代化茶园，村民不仅可以获得土地流
转费，还能在基地打工，获得务工收
入。随着龙驹镇红色旅游的发展，村
里还决定发展茶旅观光农业，拓宽增
收渠道，全村146户445人都实现了
稳定脱贫。

如今的龙驹镇，自然与历史辉映、
风景与人文交融。在“龙驹力量”的激
励下，越来越多的龙驹“贤人”干起来
了，越来越多的龙驹“能人”赶回来了，
越来越多的龙驹“客人”涌进来了，小
康生活已向他们展开绚丽多姿的锦绣
画卷。

振兴之约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深度贫困乡镇是脱贫攻坚难啃的
“硬骨头”，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被
列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试点。

作为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中
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乡镇，万州区龙
驹镇积极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机衔接的机制和方式，注重镇村联动、
区域带动，脱贫攻坚、特色小镇、乡村
振兴“三轮驱动”，全镇呈现出经济快
速发展、基础极大提升、活力不断增
强、区域引领示范的可喜变化。

全国文明村镇、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全国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示范点……在龙驹
镇，一个个荣誉纷至沓来。

展望未来，龙驹镇党委书记张凤
政心里早已绘制了一张乡村振兴的美
好蓝图：实施“一心三片”区域发展举
措，优化镇域空间布局；通过城镇村联
动融合发展、农文旅协作融合发展、

“种养+”一体融合发展，推动乡村高
质量发展；完善“三乡人才”引培新载
体，通过“志智双扶”，激发乡村振兴
新动能，持续激发群众发展动力、持
续推动农村文明新风、持续深化农村
综合改革。

谈起这些年来家乡的巨大变化
和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时，村民们都
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在家乡创业就业 也能“幸福满屯箩”
——万州区龙驹镇村民走向幸福生活的“三个约定”

薄雾缭绕的龙溪村茶业基地。 记者 巨建兵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