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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一叶

11月11日23时35分，著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沈福存
因病医治无效在重庆逝世，享年87岁。
其弟子、重庆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程联群表
示：“这是戏曲界的一大损失。”

自小学艺，开创“沈氏表演风格”

沈福存，1935 年生于重庆。1948
年，13岁的沈福存进入京剧厉家班“福”
字科学艺，初习小生，主工青衣，中途改学
老生，他潜心领会京剧梅、尚、程、荀四大
流派的艺术精髓，潜心研习京剧张（君秋）
派、尚（小云）派艺术的表演要领，并从周
慕莲、阳友鹤等川剧名旦的表演中汲取养
分，逐渐形成自己“宗”梅（兰芳）、“肖”张
（君秋）、“习”尚（小云）又别具新格的艺术
特色，在广大京剧爱好者中赢得“山城张
君秋”“四川梅兰芳”的美誉。

他主演的剧目累计达到60余出，其
中《玉堂春》《王宝钏》《凤还巢》和《春秋
配·捡柴》成为其艺术成就的标志性剧目，
被称为“沈氏三出半”。在“四大名旦”“四
小名旦”之后的京剧舞台，“沈氏三出半”
足以支撑起一位杰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
高度和分量。沈福存在长期舞台实践中，
用戏曲程式动作进行创新演绎，从而使得
传统戏剧拥有现代性，在京剧界开创了

“沈氏表演风格”。
在程联群看来，沈福存的旦角戏和别

人不同，有时代气息：从前看戏实际上是
听戏，闭着眼享受，不时叫声好；而沈老的
戏，除了听唱，还着重表演，讲究声、色、
艺，打破了常规。“这得益于老师特别注重
将生活中的细节运用到表演中，在细微上
下功夫。比如表演女子出门，要先扯一下
衣服，还要摸一下头，得考虑古时女子烫
衣是用米汤浆，抹头发是用刨花油。表演
时动作就得符合这一历史常识。”

提携后辈，培养出一大批
戏曲艺术人才

挽联写尽了这位京剧名家一生的风
采——“天地动容泣福存，菊坛洒泪失翘
楚。”一旁的电视机里不停循环播放着沈
福存生前的采访视频及表演片段。沈福
存平易近人，乐意提携后辈，程联群、刘丹

丹、周利、刘铮、李晓兰、万晓慧、张笠媛、
朱虹、蔡晓莹等众多京剧演员相继成为他
的徒弟或学生，他为中国戏曲培养了一大
批戏曲艺术人才。

沈福存的女儿、中国剧协副主席、重
庆市文联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梅花
大奖”得主沈铁梅，也是沈老优秀的学
生。父女俩还曾一起获得“第七届中国金
唱片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戏曲界唯一
一对父女双双获此殊荣的案例。

沈铁梅曾说：“我的胎教就是京剧”。
就连她的名字，也来自京剧《红灯记》。两
三岁的时候，小铁梅便能跟着父亲哼唱样
板戏；到了四五岁，父亲就要求她每天至
少练功1小时。父亲的严格，为她的艺术
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常工作中，沈铁梅总爱向父亲请

教，名动海内外的《金子》中几处出彩的地
方，就是父女俩一起完成的。“我以前唱
《祭江》时，总感觉劲头把不准，行腔运用
不当，父亲就告诉我要体会人物内心，体
会主人公祭完江后为什么要投江，不能
死唱，要有情。”在沈铁梅记忆中，父亲极
少表扬她，“以前我表演的时候如果他觉
得不好，表演回到家之后他还会给我说
戏。直到我演完《金子》，爸爸才算真正认
可了我。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位慈父、严
师、智者。”

对于想要请他指点的青年演员，沈福
存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他们说戏，悉心指
点、鼓励。在他去世的几十天前，他还在
床上一边吸氧一边用微弱的声音给弟子
及学生上课。

“前段时间我去看望老师时，我给他

唱了《西厢记》，他还在病床上给我说戏。
没想到这竟成了老师给我上的最后一堂
课。”跟沈福存学戏30余年的程联群，对
师傅向她传授戏曲表演知识的场景历历
在目。1988年，程联群拜师沈福存，沈老
将自己的代表剧目“沈氏三出半”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了她。在与沈福存学戏的过
程中，沈老潜移默化地教会了她如何运用
传统程式塑造新的艺术形象。“没有他的
悉心指导，就不会有今天的我。现在想起
来，我的遗憾是向沈老师请教得太少。”

接续传承，把京剧艺术发扬光大

作为一位德艺双馨的著名表演艺术
家，舞台是沈福存一生的挚爱。在晚年，
他不仅一直坚持练声吊嗓，默背剧本，还
会在网络上分享一些京剧文艺评论，竭力
传承京剧艺术。

“老师对我们关怀备至，每次到场观
看演出后，还会给我们提出众多打磨意
见。他经常给我说，每个音符都有自己的
情绪，唱戏唱‘细’，唱的是细致的细。”沈
福存的学生、重庆京剧院青年演员刘丹丹
说，“他教会我做演员不仅要做艺术精湛
的演员，还经常说一个演员品德的重要
性，那样塑造的艺术形象才会丰满，才有
血有肉，才是正能量。”

重庆京剧院副院长周利说，近年来，
重庆京剧院佳作频出，沈福存作为优秀的
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其中有着突出贡献。
我虽然没有拜沈老师为师，但是我的从艺
之路离不开他对我的关心，不管是研究生
班里3年的学习，还是上海个人专场，抑
或《秦良玉》的演出，他一直都很关心。“我
们一定要对他的影像和作品进行抢救性
保护记录，将优秀的作品传承给下一代。”

“沈福存老师是一位德艺双馨、有大
爱的艺术家，是不可多得的京剧艺术名
家。”重庆京剧院院长张军强表示，沈福存
老师对艺术的热爱让他始终保持着对艺
术的敬畏感，“老一辈艺术家身体力行给
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也会牢记他们的教
诲，用现代的手法将国粹发扬光大。”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沈福存辞世

一生知遇遍梨园 但留菊香在人间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1
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五届中
国·重庆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
叶节即将于11月26日开幕，主办
方除推出10余项主题活动，13条
红叶精品游览线路外，今年，下庄

“天路”也将纳入红叶观赏区，邀
请市民赏巫峡红叶，感受下庄精
神。

巫山红叶是长江三峡旅游的
“一张名片”。近年来，该县做大做
强红叶旅游，在原有的10万亩野
生红叶的基础上，又在长江沿岸栽
种了黄栌、红枫等红叶类树种，使
红叶面积扩大至20万亩。每年初
冬时节，三峡两岸层林尽染，满山
红叶形成了一幅秀美的风光画卷。

今年首次纳入的下庄“天路”
将成为新的红叶“打卡地”。8公

里“天路”上分布了风餐露宿、践路
先锋1、践路先锋2、断路重生、回
望下庄等“天路五景”，红叶从沟谷
延伸到山顶，蔚为壮观。此外，由
农家房屋改造的民宿下庄院子已
于9月正式营业，可满足游客的食
宿需求。

作为今年巫山文旅的重头
戏，“三峡之光”夜游项目也将于
开幕式晚会结束后正式开启。夜
游路线全程约12公里，以千年崖
壁、神女大道、南陵古道、宁江渡、
江东新城为背景，在灯影特效中
融入山海经、巫文化、神女文化等
巫山元素，打造“沉浸式”长江夜
游，让游客感受独一无二的三峡
文化。

此外，红叶节期间，巫山还将
举办首届“世界遗产地·巫山五里
坡”科考旅游季、2021年“古人类·
巫文化”宣传推广季、第五届巫山
烤鱼消费季等主题活动。即日起，
市民登录腾讯OTA平台，或搜索

“畅游巫山”微信小程序，可实时查
阅、订购巫山景区门票。

中国·重庆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月底开幕

下庄天路成为红叶“打卡地”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70余年来，几代中国人在这里挥洒
青春，用生命谱写可歌可泣的拓荒史诗，
用汗水和热血，将偏僻、荒蛮、寒冷代名词
的“北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成为热
滚滚的“中国饭碗”的代名词。

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激励了几代人。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
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北大荒篇章，是对党的红色血
脉的赓续和传承。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
程，历久弥新的北大荒精神正焕发出更加
璀璨的光芒，支撑北大荒人战胜艰难险
阻、夺取新时代的新辉煌。

北大荒！北大仓！

1947年，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

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一批解放军来
到这片沉睡的荒原，点燃“第一把火”，拉
动“第一把犁”，建立第一批农场，收获第
一次丰稔，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前线。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新中国成立之
初，恢复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应任务极
为紧迫。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14万转业复员官兵、10万大专院校毕业
生、20万内地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识青
年陆续来到北大荒，铲地、培土、收割、打
粮。他们扶起了犁耙，唤醒了荒原。

扎根边疆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
从北大荒到北大仓，几代拓荒人在这里战
天斗地，前赴后继，百折不挠。

年产粮曾经只有0.048亿斤的北大
荒，如今连续10年稳定在年产400亿斤
以上，可以满足1.6亿城乡居民一年口粮
供应。

北大荒的历史变迁，就是一部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史诗。

要改革！要创新！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借着垦区试办家庭农场的契机，吃惯

了“大锅饭”的北大荒人开始义无反顾地
走上创业之路。一个个家庭农场在改革
浪潮中涌现并释放巨大能量。

在北大荒精神的引领下，北大荒人建
立土地到户、机械到户、核算到户、盈亏到
户和生产费自理、生活费自理“四到户、两
自理”以及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找到一条适合垦情的农业改
革之路，驶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快车道。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
时指出，要深化国有农垦体制改革，建设
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北大荒农垦集团
实现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社企分开，企业
活力充分释放，2020 年营业总收入达
1423.3亿元，同比增长15.4%；利润总额
13.1亿元，同比增长3.29倍。今年上半
年营业总收入 718.2 亿元，同比增长
38%。预计2021年北大荒集团粮食产量
将超过430亿斤，实现为国家累计生产一
万亿斤粮食的历史性成就。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

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
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
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剂，一场“三
减”行动在北大荒深入实施，引领绿色优
质农业发展，更好地保护黑土地。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食生产的根
本出路在科技进步。目前北大荒农业机
械化率达99.6%。拥有飞机100多架，航
空化作业面积2179.5万亩。农业科技贡
献率达68.2%，科技成果转化率达82%，
居世界领先水平。垦区坚持实施农业产
业化经营，打造了米、面、油、肉、乳、薯、种
等支柱产业，培育了“北大荒”“完达山”等
一批中国驰名商标，其中“北大荒”品牌连
续15年入选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榜，稳居
中国农业第一品牌。

农场运用卫星定位、云计算技术，对
万亩良田实现精准管理。生机勃勃的黑
土地上，年轻一代为北大荒精神注入新活
力。垦区现有各类科技人员10.8万人，
又一支“十万大军”，正在为北大荒精神插
上科技的翅膀。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热 血 沃 黑 土
—— 北大荒精神述评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5 日 电
（记者 魏玉坤）多重风险挑战
下，中国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
势。15日出炉的10月经济“成绩
单”显示，主要经济指标仍稳定在
合理区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结
构调整扎实推进，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

农业增产在望，工业增速回
升，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向好。10
月份，全国秋粮收获接近尾声，从
各地实打实收情况看，秋粮有望增
产；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3.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
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4.7%，比上月加快0.7个百
分点。

市场销售稳中有升，升级类商
品消费较为活跃。10月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9%，
比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两年平
均增长4.6%。其中，限额以上单
位通讯器材类、金银珠宝类、文化
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
增长34.8%、12.6%、11.5%。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1至10月
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同比增长6.1%，两年平均增长
3.8%，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 长 17.3%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13.5%。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
构持续优化。10月份，货物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17.8%。进出口
相抵，贸易顺差5459亿元。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
失业率持平。1至10月份，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提前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10月份，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与上月
持平。

“总的来看，10月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持续恢复，发展韧性继续
显现。但也要看到，当前国际环境
依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仍然较多，国内发展中阶段性结构
性矛盾犹存，保持经济稳定恢复仍
需加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
说。

付凌晖表示，下一步，要深化
改革开放创新，加强宏观政策跨周
期调节，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
区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任务。

10月经济“成绩单”出炉
延续稳健恢复态势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

为什么要打加强针？哪些人需要打？
什么时候打？接种哪种加强针？针对新
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热点问题，国家卫健
委于15日做出回应。

从国内外研究结果来看，完成新冠疫
苗全程接种，在预防重症、降低死亡率等
方面效果显著。但接种疫苗一段时间后，
疫苗对部分人员的保护效果可能会减弱，
适时进行加强免疫接种可以使已经逐步
减少的中和抗体快速增长或反弹，从而产
生更好的保护效果。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在全程接种上述

疫苗满6个月的18岁及以上人群中实施
加强免疫接种。

现阶段加强免疫接种在完成接种6
个月后实施。即在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第
2针接种后一般要求间隔6个月，才能再
进行加强免疫剂次的接种。腺病毒载体
疫苗接种后6个月进行加强免疫。

根据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进展和有关
部门研究论证情况，当前可用于实施加强
免疫接种的疫苗有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

京科兴公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的灭活疫
苗和天津康希诺公司的腺病毒载体疫苗。

现阶段，使用已接种过的原疫苗进行
加强免疫。其中，使用同一种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完成两剂次接种的人群，原则上使
用原灭活疫苗进行1剂次加强免疫；使用
不同灭活疫苗完成两剂次接种的人群，原
则上优先使用与第2剂次灭活疫苗相同
的疫苗进行1剂次加强免疫，如遇第2剂
次相同疫苗无法继续供应等情况，可使

用与第1剂次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进行
1剂次加强免疫；使用腺病毒载体疫苗接
种的人群，使用原疫苗进行加强免疫。

原则上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保障社会
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加强免疫接种
由各相关单位统一组织实施；其他人群可
到辖区指定的接种单位进行预约接种。
各地具体接种信息见当地卫生健康部门
或疾控中心发布的官方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焦点回应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第二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麻玉朋 机构编码：0000185001000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高新区渝州路87号902、905、906、908、909、910、1002、1004、

1005、1008、1009、1101-1110房屋，3楼整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路18号2幢第6、7、8层整层及第9层办公1、办公

13至办公18
批准日期：2007年3月7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1399636409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
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10月2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于星星
机构编码：00001850010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47号艾佳A栋3层、4层、9-11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47号4、9、10、11层
批准日期：2002年5月16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810176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
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10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5 日 电
（记者 朱超 温馨）针对美国务
卿布林肯近日有关涉台言论，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说，美方40
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已经
走样、走味、倒退，背离了中美建交
时美方与中方达成的共识。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
上回答有关提问时作上述表态的。

赵立坚说，中方对美方的错误
言行表示坚决反对。美方40多年
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已经走样、
走味、倒退，背离了中美建交时美
方与中方达成的共识。美方应该
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这是中美两国的重要
政治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
础。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好，
‘对台六项保证’也罢，纯粹是美国

内一些势力炮制出来的，都与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实质是将
美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是
非法、无效的。”他说。

赵立坚说，一段时间以来，民
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推行

“去中国化”，搞“一中一台”“两个
中国”，勾连外部势力大搞谋“独”
挑衅活动，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
大威胁，也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
根源。

“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坚持一中原则也是国际社会
普遍共识。”赵立坚说，一切为“台
独”撑腰打气的行径都是对中国内
政的干涉，都不利于维护台海和平
与稳定。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损害中美
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外交部：

美4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
已经走样、走味、倒退

◀2009 年，沈福存从艺 60
周年之际拍摄的生活照。

（本组图片由重庆京剧院提供）

▲沈福存2004年赴香港演
出时后台上妆照。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15日，
市药监局发布疫情防控期间零售药店主
体责任告知书，对零售药店未按规定落实

“四类药品”登记报告制度，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等4种情形，将依法从严查处。

据市药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充
分发挥零售药店的“哨点”作用，要求零
售药店要严格落实“四类药品”登记报告
制度，即退烧、止咳、抗病毒、抗菌素这四
类药品的购药人员信息登记，及时将相关
信息报送至所属社区网格管理人员，并按
要求报送相关部门，不得迟报、瞒报、漏

报、错报。
市药监局表示，以下情形将依法从严

查处：一是未按规定落实“四类药品”登记
报告制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给予暂
停经营限期整改和立案处罚。造成严重
后果或社会影响的，视为情节严重，吊销

《药品经营许可证》，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
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二是未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采取告诫、约谈、限期
整改以及暂停经营等措施，情节严重的，
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三是未按规定销
售处方药的，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

法》予以处罚，同时将该企业列入年度重
点检查对象，进行跟踪检查或飞行检查；
四是制售假冒伪劣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
的，从严从重从快依法查处，同时列入失
信企业名单公开曝光，对于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市药监局发布疫情防控期间零售药店主体责任告知书

零售药店有这4种情形将依法从严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