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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昨日，在渝北区嘉州商圈风
情大道，继续上演精彩的重庆与
世界嘉年华。和前日的活动一
样，昨日的主题依旧是重庆巴南
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旅游推
广。

巴南区带来的红鼓舞、船工
号子、木洞山歌等6个表演节目，
以及刘强泥塑、严昌海糖画、王氏
火灸疗法等非遗体验，让现场的
中外客人玩得不亦乐乎。

留学生抢到绣球不敢上台

在昨日上午的文艺表演中，
巴南区的演员们为现场观众带来
了红鼓舞、船工号子、木洞山歌、
美丽传说话木洞、梦回大唐、祖国
之爱这6个节目。

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红
鼓舞：这个节目穿插了传统武术、
婚嫁习俗、宗族礼仪等文化元素，
不仅节目观感强，还有互动环节
——在描述婚嫁习俗的部分，有抛

绣球的环节。在台下看表演的中
外小伙子都被剧情带入，纷纷伸手
去接绣球，结果绣球被一位来自哈
萨克斯坦的留学生抢到。

在得知抢到绣球就要上台参

加“成亲”的互动之后，这位小伙
子慌慌张张直接把绣球让给其他
人。听到他“怕女朋友知道了”的
解释后，一旁的观众们露出了会
心的微笑。

在船工号子和木洞山歌的表
演中，台上的演唱者也示意台下
一起喊号子唱山歌，留学生们也
跟着唱起了“哟呵”、“哟呵”，将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

体验火灸很过瘾

前日，在非遗文化展示中，巴
南区重点展示了鱼洞乱针绣、重庆
树叶制作技艺，让外国友人们啧啧
称奇；昨日，巴南区则通过另一种
手段展示非遗文化——刘强泥塑、
重庆面塑、严昌海糖画和王氏火灸
疗法都成为非遗体验项目。

留学生阿布莱对刘强泥塑颇
感兴趣，一到现场就拿起了泥塑
成品仔细观察和研究。见有外国
友人对此感兴趣，传承人刘强干
脆拿出材料教阿布莱捏泥塑。阿
布莱完成了一个简单作品，捏出
了一只可爱的小狗，两人也开心
地合影留念。

当然，胆子更大的就是留学生
奥力加斯了。他在闻到王氏火灸
疗法体验处散发出的中药气味，看
到有中国小伙尝试火灸之后，干脆
脱去上衣坐到椅子上，让现场的医
务人员也给他打火罐……

几分钟后，在火罐被拔下之
后，奥力加斯表示很过瘾：“开始有
点热，后面觉得很舒服，很放松！”

从中外观众的反应来看，巴
南区的各项非遗文化，通过听觉、
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的全方位
体验之后，让非遗文化真正走入
了中外观众的心中。

重庆晚报记者 赵映骥 毕
克勤 摄影报道

嘉州风情大道继续上演重庆与世界嘉年华
巴南为现场观众带来木洞山歌、严昌海糖画等节目和体验

重庆国学学会成立
重 庆 晚 报 讯 （ 记 者

周 小 平）古 人 是 如 何 射 箭
的？活字印刷如何造字？六
艺课堂是什么样的体验？前
日，重庆国学学会在西南大
学成立，国学大师们将在古
代文学、史学、哲学、古典艺
术、传统建筑、非遗、射艺、
养生等领域开展研究。

重庆国学学会的成立将
推动重庆国学事业的发展。
国学学会成员 80%来自高校
科研团队，20%来自国学文
化机构以及中小学语文教
师。重庆国学学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国学学会成立后，
将开展与国学发展相关的基
础理论与应用课题研究，开
展与国学相关的信息咨询、
决策咨询、项目策划等活动
以及开展与国学相关的知识
普及及培训服务等。“除了
研究、普及，市民还可参与
体验。”该负责人透露，目前
正在筹建各种体验基地。其
中，位于渝北的汉字博物馆
正在建设之中，预计年底能
投用。届时，市民可以体验
活 字 印 刷 、铅 字 印 刷 等 技
艺。

六艺有望重回小学课
堂。“六艺，指的是礼、乐、
射、御、书、数。礼指礼仪，
乐指民族音乐熏陶，射指射
艺，御指古代驾马车，我们改
良为骑马，书是书画，数则是
珠算。这些都将在小学课堂
上展现，小朋友们可体验。”
该负责人透露，预计明年将
在部分小学课堂上率先试
点。

十八般武艺，射艺第一；君
子六艺，射艺最重。重庆国学
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南大
学已成立射艺研究中心，射艺
体验场地有标准足球场那么
大。

箭作为六艺之一，已有
3000年历史。与竞技射箭不
同，射艺是体育与教育完美结
合，“重德、崇礼、尚武”是箭文
化的核心。作为在全国率先
将射艺课纳入大学公共体育
课程的高校，西南大学校园内
这几年掀起一股射艺热。整
个上课过程中，传统礼仪贯穿
始终。

重 庆 晚 报 讯 （记 者 朱
婷 通讯员 吴正琪）记者从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获悉，昨日起
至8月31日正式进入2018年全
国暑期运输时间，重庆地区各火
车站也将迎来旅客出行高峰。

今年西南地区铁路暑运预
计将发送旅客 5350 万人次，日
均约 86 万人次。随着西成高
铁、渝贵铁路的建成通车，除成
都、重庆、贵阳 3大中心城市间
交互流动的短途客流外，同时向
周边西安、昆明、南宁等相邻省
会城市辐射的跨区域客流将进
一步增高。

据了解，由于受高温天气的
影响，以短途探亲、避暑旅游为目
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暑期铁路出
行客流比例也将进一步增大。据
预测，今年暑运期间四川、重庆、

贵州等省市区域内的短途旅客将
超过3900万人次，日均约62.9万
人，同比增运501万人。

暑运期间，重庆北站、重庆西
站、沙坪坝站和重庆站日均接发
客车将达到244对，其中动车组
191.5对，动车接发较过去增加91
对。

今起，重庆西站将首次开
行到北海的动车组，夏季避暑
将成为当地铁路旅客出行的主
要客流。重庆西站配合贵州省
推出的“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
风”系列优惠活动，借助渝贵铁
路开行避暑动车多达 40对，极
大地方便市民到贵州享受清凉
夏天。永川东站预计 7 月 1 日
至 7 月 10 日迎来学生流，期间
该站成渝高铁日均将发送学生
旅客 1000 余人，永川东站通过

加开学生票专售专取窗口等方
式，全力保证学生旅客顺利返
家。重庆客运段针对暑运后期
的开学季新生报到入学客流，

还将在各趟动车组上设立大学
新生服务台，联合到达车站外
的新生接待点提前做好新生报
到接续服务工作。

2018年全国暑运昨日开始迎客
重庆西站开往北海动车组今日出发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田
烽 摄影报道）为期6天的南岸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暑假公益开放
周活动昨日圆满收官，2000多名
学生参与了开放周的课程体验活
动，数百名重报传媒小记者在活
动中心完成了笔试环节的比赛。

此次公益开放周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一是课程新颖
多元，深受孩子喜爱和家长认
可。啦啦操、魔术、乐高机器
人、街舞、智能钢琴、围棋、吉
他、跆拳道、古筝、书法、艺术语
言等 47 个项目，270 余次课
时。二是互动及体验活动具有
较高价值。重报传媒全能小记
者选拔赛的笔试考场设在南岸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来自主城
40多所小学的数百名学生参与
了选拔考试。设在考场外的成
语填空及绕口令互动区也深深
吸引了孩子们，任务完成领到
了统一汤达人礼品包的孩子欢
天喜地。此外，活动中心还分
别组织了数百名学生进行了骨
骼密度检测和陶艺体验。三是

有格调有情怀。例如开展青苔
计划、举办了留守儿童“手拉
手 心连心”关爱公益夏令营
活动，助力脱贫攻坚。昨晚，

“调皮的尼龙”古典吉他公益音

乐会在活动中心一楼大厅举
行，听众在曼妙乐声中享受了
一次精神上的音乐按摩。

为扩大辐射范围，让更多的
青少年及儿童能够体验学习，活

动中心除利用多种线上平台宣传
外，还前往多个社区及11所中小
学进行了宣传，使校外教育活动
场所的社会美誉度和赞誉度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

重报传媒全能小记者完成笔试
南岸暑假公益开放周圆满收官

暑运客流高峰来临，重
庆铁路公安部门温馨提醒，
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除了
禁止携带枪支弹药、匕首刀
具、易燃易爆及危化腐蚀品
等法律明文禁止的物品外，
同时请勿携带超过 20 毫升

的指甲油、染发剂，超过120
毫升的自喷压力容器等可
能对列车运行安全造成影
响的物品。另外，旅客携带
酒精类饮料应保证包装完
好 ，一 次 携 带 不 超 过 6 瓶
（支）。

乘火车请勿携带这些物品

◀ 近 50
名珊瑚蒲
辉足球小
队员认真
参与全能
小记者笔
试

提醒

▲抢绣球

▲泥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