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9CHONGQING DAILY

2021年 12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 何舒静 美编 郑典

国网重庆信通公司：全面完成大容量光传输网络建设

12月16日，由国网重庆信通公司负责建设的
国网重庆电力大容量骨干光传输网络全面建设完
成，主干通信带宽提升至48×10Gb/s，有力支撑
了电网信息通信的畅通，助力电力数字化转型和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据悉，国网重庆电力通信网作为国网公司和
华中电力通信网重要组成部分，在电力通信网联
网中发挥着枢纽作用。随着智能电网快速发展，
为满足国网重庆电力生产经营、电力调度、客户服
务等各级电力业务需求持续发展，国网重庆电力

大容量传输网络从2014年开始动工建设，经过五
期工程建设，目前已建成一张全面覆盖国网重庆
电力市调、备调、各级供电公司、业务支撑单位及
500千伏变电站等的大容量骨干光传输网，全面
提高重庆电网安全控制和信息化水平，打造重庆
电网信息通信“高速公路”。

据了解，国网重庆电力通过开展大容量传输
网络建设，国网重庆电力主干通信网带宽将具备
400G传输能力，所有基层单位到市公司的传输
带宽将提升至1Gb/s以上，彻底打通主干通信网

经脉，极大增加了电网通信网络容量，提高了电
网通信网络的冗余配置能力，增强了网络的健壮
性和可靠性，为电网各类业务的承载提供了坚强
的通信保障。同时作为电网通信关键基础设施，
大容量传输网络建设具备良好的网络信息安全
保护能力，为电力各类业务提供有效的物理隔离
环境，保障电力信息传输安全，使电力信息通信
网络保护模式更丰富，网络更可靠、更安全。基
层单位访问国网一级部署的系统速度更快，将有
效提升国网重庆电力各业务系统承载应用能力

和生产运营管理能力，助力电力生产经营增效减
负。

该项目建成后，使国网重庆电力通信网在未
来5年-10年时间内，具备承载国网重庆电力通信
服务业务、信息化业务、智能电网等各类信息通信
业务持续发展的能力。为促进国网重庆电力信息
通信“十四五”发展建设目标开好局、起好步，为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加强信息化坚强智能电网建
设发展，奠定坚实的信息通信基础。将有力促进
重庆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和电力信息化的发展，满
足重庆地区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和调度以
及电网建设、运行、生产、营销、管理等领域的电力
通信需要，有力支撑保障重庆电网安全、稳定、可
靠运行，为服务重庆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能源动
力。

杨渝海 付伟真 任雪松

空港佳园项目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
新城中央公园北部，总建面约146.6万平方
米，分为A、B、C、D、E、F、G七个组团，其中
住宅建面约100万平方米，总套数约2万套，
规划入住人口约4.9 万人，商业总建面约
18.04万平方米。本次推出A、C、F区25处，
正在进行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通过重庆产权交易网（www.
cquae.com）进行挂牌招租，招商方式、范围
等信息已在重庆产权交易网（www.cquae.
com），公示期为2021年12月17日至12月
30日，请意向承租方及时关注。报名请登录
重庆产权交易网或拨打电话详细咨询。

联交所报名联系人及电话：刘老师
023-63153657

招租方联系人及电话：王老师 023-
63027232

（工作时间：9：00-12：00；14：00-17：
30，周末及节假日除外）

重庆市公共住房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空港佳园项目A、C、F区25处商业招商公告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日前，由
重庆市委网信办、市教委、沙坪坝区委、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重庆日报（重
庆日报网）承办，重庆市各高校党委宣
传部协办的首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论
大赛启动。截至目前，重庆市68所高
校参与，已收到上百篇投稿。

据了解，大赛以“渝论·青年说”为主
题，旨在引导高校大学生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青年群体
中凝聚起奋斗“十四五”、奋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青春力量。

大赛投稿邮箱为：cqplds@163.
com。截至目前，已收到来自重庆大
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工商
大学、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工程学院等
多所高校的百余篇投稿。大学生们关
注的视野非常广阔，投稿内容涉及网络
文明、家庭教育、新媒体创作等多方面，

如《净网行动 关系你我》《短视频制作
也要依法而行》《限‘塑’不能只限 如
何‘替‘才是重点》《家庭教育 长辈应
以身为范》等作品。

大赛作品征集时间为2021年12
月11日至2022年4月10日，活动进行
过程中将持续选择优秀作品刊登于重
庆日报评论版，参与学生还将获得专业
老师的指导。如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学
生何顺成的评论作品《教育孩子切勿

“拔苗助长”》已在重庆日报2021年12
月17日9版刊登。重庆日报App也开
辟了专栏，持续选登学生投稿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新闻评论在与新技
术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的
表达形式如“视频评论”“漫评”“音评”
等等。西南大学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宣讲团就投稿来18幅漫
画，用漫画图解的方式宣讲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

“不同于传统的评论比赛，首届重
庆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征集的作品形
式丰富、类型多样。”市委网信办负责人
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此次活动，引导青
年直面时代问题、社会热点，创作多样
态的网评作品，推动主流价值在更大范
围内同声相应、同频共振。

首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
已收到上百篇投稿

优秀作品将持续在本报刊登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2月18
日，经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重庆
市南川区隆化第六小学学生同时打破
了“最快时间解4×4数字华容道”和

“1分钟内解最多的4×4数字华容道
（25人一组）”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此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学生
们都来自隆化六小五年级九班。在挑
战“最快时间解4×4数字华容道”时，
学生冉雨函以5.706秒的成绩创造了
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原纪录最快用时

为7.08秒。
在“1分钟内解最多的4X4数字华

容道（25人一组）”的挑战中，学生们所
用到的4×4数字华容道，需事先由专
家按照纪录规则打乱40步以上，挑战
者要在无穷多的解法中，找到最快的
方法，将这些乱序的数字还原成1-15
顺序排列的初始状态。参加挑战的
25名学生在1分钟内一共解开了131
副4×4数字华容道，创造了一项新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南川小学生打破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本报记者 黄琪奥

12月18日，大型亲子阅读推广活
动——第五季“格林童话之夜”在重庆
图书馆举行。来自重庆各地的1500余
名读者通过看童话剧、听故事等方式，
走进由格林兄弟构建的童话世界。

作为重庆图书馆原创的亲子阅读
活动，“格林童话之夜”自2017年举办
以来就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数据显
示，五年里，“格林童话之夜”不仅吸引
了万余名市民参与，还曾荣获国际图书
联盟国际营销提名奖。

“格林童话之夜”是如何诞生的？
为何这项亲子阅读活动会如此火爆？
未来又应如何扩大其品牌影响力？连
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盘活特色馆藏
成就“格林童话之夜”

时间回到2016年，如何盘活馆藏
资源，是摆在重图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当时，我们虽然打造了快乐阅读课，杨
武能著译文献馆，但依然缺乏一个阅读
品牌活动，对读者缺乏足够的号召力。”
重图副馆长、“格林童话之夜”创始人和
总策划人张冰梅说。

在一次参观交流活动中，来宾们来
到重图的巴蜀译翁文献馆，看到著名德
语翻译家、“巴蜀译翁”杨武能的众多译
著时，有来宾提出重图可以围绕《格林
童话》来做专题宣传推广。“这对正在发
愁如何盘活馆藏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金
点子。”张冰梅说。

经过多轮“头脑风暴”，张冰梅与同
事们决定围绕杨武能先生翻译的《格林
童话》，做亲子阅读推广活动，向市民推
介这项特色馆藏。

2017年4月中上旬，张冰梅怀着忐
忑的心情，在重图官网发布了将于4月
19日举行首届“格林童话之夜”的消息。

让她没想到的是，消息一经发出，
就受到不少市民的追捧。仅仅几天时

间，就有上千名市民表达了参加的意
愿。

2017年4月19日晚，首届“格林童
话之夜”举行。当晚，重图变身为一个
美丽的童话世界。工作人员化身为王
子和公主，带领市民穿过“林间小径”

“梦想花园”，并通过与杨武能先生近距
离互动的方式，让读者全方位感受格林
童话的独特魅力。

首届活动成功举办，让张冰梅备受
鼓舞。之后重图又连续举办了四届“格
林童话之夜”，吸引了万余名市民参与。

如今，“格林童话之夜”已成为重庆
全民阅读的重要品牌活动，先后荣获国
际图书联盟国际营销提名奖、第二届公
共图书馆创新创意案例一等奖。

不断开拓创新
活动每年都有新亮点

在亲子阅读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的今天，“格林童话之夜”为何能持续
受到市民追捧？

“主要还是因为重图拥有杨武能著

译文献馆这一独特资源。”西南大学二
级教授董小玉表示，相比国内其他图书
馆所藏的《格林童话》，重图收藏的《格
林童话》译本是最全的。

轨道环线的开通，也极大地提升了
该活动的影响力。“前两年我就想来参
加‘格林童话之夜’，但当时交通不便，
单面通勤时间超过1个小时。现在有
了轨道环线，我自然不会再错过了。”市
民周静说。

“不断开拓创新，也是该活动受市
民追捧的重要因素。”董小玉说，纵观这
几年的“格林童话之夜”系列活动，每年
他们都会结合时事热点，增添一些新元
素。“比如，2018年举行的第二届‘格林
童话之夜’恰逢汶川地震十周年，重图
就通过举行手语舞，寄托对汶川地震遇
难者的哀思；2020年举行的第四届活
动中，重图则通过举行格林夜市，响应

‘加大力度发展城市夜经济’的号召；今
年的活动，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重图又添加了‘北极熊’等冬季元素，让
市民感受冬季运动的独特魅力。”

业界人士还表示，精准定位也是该
项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和
其他亲子阅读活动相比，该活动自举办
以来就坚持主打“格林童话”这一品牌，
把受众定位在3-8岁儿童，并围绕这
一主题和受众持续举行相关活动。

利用多渠道推介
进一步提升活动影响力

今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
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
出要通过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推
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不断丰富以阅
读为核心的综合性文化服务，培育一批
具有时代感的城乡阅读品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格林童话之
夜”又应如何进一步提档升级、提升自
身影响力？

“阅读品牌活动要提升影响力，需
要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着手。”董小玉
说，就形式而言，除了线下活动外，还
可通过视频号、微博等社交载体，以直
播、短视频的方式向市民推介《格林童
话》里的精彩故事。“还可以与区县图
书馆合作，让‘格林童话之夜’走进各
区县，让更多小朋友感受童话的魅
力。”

杨武能先生则建议，未来的“格林
童话之夜”系列活动还可以加强对文献
本身的挖掘，增强活动的参与性。

“一座书香四溢的城市，才是一座
有品位的城市。”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
表示，未来重图不仅会逐步扩大“格林
童话之夜”的活动规模，还将立足联合
国文献、重庆地方文献等特色馆藏资
源，举办更多特色活动，让书香润泽更
多市民、滋养城市文脉。

连续举办五年 吸引万余名市民参与

重庆图书馆“格林童话之夜”缘何受追捧

12 月 19 日，江北区徐悲鸿美术馆
（重庆），市民在展览上欣赏画作。

当日，“大奇至美”徐悲鸿经典作品
展在徐悲鸿美术馆（重庆）盛大启幕。展
览用22幅珍贵原作，生动再现了一代巨
匠的文人气节、家国情怀和时代理想，也
钩沉出徐悲鸿在重庆的历史印记。

本次展览的展期为2021年12月19
日至2022年2月18日，其中12月19日
至12月23日为专业观众观展，12月24
日开始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可通过

“徐悲鸿美术馆”微信公众号预约观展。
记者 崔力 韩毅 摄影报道/视

觉重庆

“大奇至美”徐悲鸿经典作品展启幕
22幅珍贵原作亮相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继长嘉
汇半程马拉松和“六一”缤纷跑之后，重
庆马拉松系列赛“大家庭”再度迎来一
名新成员。12月19日，2021长安汽车
重庆马拉松广阳岛迎新跑活动在广阳
岛举行。近500名跑友奔跑在美丽的
广阳岛上，感受跑步带来的快乐。

本次迎新跑全程约10公里，比赛
时间共2小时，不排名次，不设奖励。
为了提升跑友的体验感，组委会特别提
供了计时服务，并为现场跑友颁发纪念
奖牌，赠送大礼包。在线路设计方面，
重马广阳岛迎新跑的赛道包括最新打
造的183滨江步道，以及岛内多个生态

修复示范点，如上坝森林、高峰梯田、油
菜花田等。

据悉，广阳岛在生态修复中积极传
承体育基因，以消落带为着力，打造全
长11公里的183滨江步道。该步道集
生态道、风景道、科普道、健身道于一
体，被众多跑友们称为“最美生态步道”。

“与广阳岛共同打造迎新跑，既体现
了‘生态＋体育’和谐发展的理念，也体
现了重马打造系列赛的决心。”重马体育
执行董事、总经理李伟表示，广阳岛迎新
跑将与重庆马拉松、长嘉汇半程马拉松、
重庆六一缤纷跑等赛事活动一起组成重
马系列赛，让重马赛事体系更加完善。

“生态＋体育”和谐发展

重庆马拉松广阳岛迎新跑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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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12月19日电 （记
者 苏万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投票于19日约23时顺利结
束。这是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特区举
行的首次立法会选举。

投票于当日8时30分开始，原计
划至22时30分结束，数个投票站因技
术原因投票结束时间稍有延后。当日，
各投票站整体运作有序，安全平稳，选
民们做好防疫措施，保持适当社交距
离，投票活动顺利进行。

当日，全港开放约630个一般投票
站及不多于24个专用投票站，供447
万已登记选民投票。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会展中
心票站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完善香
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

选民投票的意义不仅是选贤任能，也是
对之前停滞不前的立法会和部分议员
说“不”。他相信新一届立法会的组成
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具有广泛代表
性，有助香港更好发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9时
许在位于罗便臣道的高主教书院票站
投票。投票后，林郑月娥表示，此次立
法会选举意义非常重大，希望广大选民
踊跃投票，及时履行公民责任行使选举
权，更重要的是为完善后的特区选举制
度和香港的未来投下具有信心的一票，
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油
麻地街坊会学校票站投票。他表示，此
次选举将会选出为香港做实事、符合香
港利益、不会背叛香港甘心做“外国代
理人”的议员。他呼吁市民积极投票，
选出一个为“一国两制”成功落实工作、
为香港整体利益服务的立法会。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
司司长郑若骅投票后表示，此次立法会
选举的候选人背景非常多元化，有利于
将来政府施政时能够听到更多不同的
声音，更好地从香港整体利益出发，推
动良政善治。

当日，林郑月娥、李家超、特区政府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特区政
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特区选举管理委
员会主席冯骅等人还巡视了投票站，并
呼吁市民踊跃投票。

此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包括选举委
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
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
人。153名候选人竞选90个议席，每个
议席均有竞争。超过38000名工作人
员负责在投票站服务选民和点票工作。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将于
2022年1月1日开始，任期4年。

香港顺利举行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立法会选举投票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月 19
日晚，2021中国原生民歌节闭幕式演
出在黔江濯水景区举行。来自我国各
民族的歌者、非遗传承人怀揣着对民歌
的热爱、对自然的深情、对家国的赞美，
将一曲曲优美民歌唱出天籁之音。

当晚，在濯水景区湖心岛，独具匠
心搭建的水上舞台，以竹桥相连，融入
湖水、廊桥、芦苇等背景，勾勒出一幅人
文生态和谐共生的画卷。

在舞美设计上，依据“原生民歌节”
中“原生”的力量和“原生”中的文化魅
力，以“一轮日月，天地镜影”表达出华
夏大地民歌创作、生长、流传的土壤，并
辅以灯光、屏幕等设备，营造出“原生”
的视觉之美。

演出在一曲高亢的《黄河船夫曲》
中拉开帷幕，以各族原声民歌展演为主
线，以“生活·生命·生机”为主脉，共分
为序曲《江山》、上篇《生活》、中篇《生
命》、下篇《生机》、尾声《家园》五个部
分。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摇橹号子》、崇
明山歌《虾满箩鱼满仓》、纳西族民歌
《我我咱姿》、土家山歌《二姐赶牛》、傈
僳族民歌《赶猪调》、山西民歌《对坝坝
圪梁梁上那是个谁》、藏族传统茶歌《甲
勒》、达斡尔族民歌《新疆达斡尔族民歌
联唱》、土家民歌《幺妹住在十三寨》等

民歌次第上演，不同民族的歌者、非遗
传承人用不同风情、不同腔调，歌唱美
好新生活，歌咏新时代奋进之志，让歌
声与心声、原声与原创有机融合，多维
度表达了对家国的礼赞，将现场氛围一
波波推向高潮，演出最终在大合唱《唱
支山歌给党听》中划上圆满句号。

据介绍，中国原生民歌节是文化和

旅游部为保护、传承和发展原生民歌举
办的重大文化活动之一，是我国传统民
歌及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领域展示成果、交流经验、推动创
新发展的文化盛会，每两年举办一届。

本届中国原生民歌节由文化和旅
游部、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文化
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重庆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等承办，以
“歌唱美好新生活”为主题，旨在全面展
示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传统民歌，为传
统民歌及传统音乐类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搭建展示、交流、弘
扬的平台，加强各民族民歌的交流沟
通，进一步弘扬中国民歌的精神追求和
时代价值。

歌唱美好新生活

2021中国原生民歌节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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