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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防蓝光自动调焦眼镜你戴一副试试爽！爽！爽！
增视 护目 抗疲劳 防辐射 防紫外线

●什么是内渐进多焦点镜片？
答：同时满足远用，近用和中间各个距离的使用。
●蓝光是什么？来自哪里？
答：有害蓝光光线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如电
视，电脑，手机，数码产品，节能灯等，大量有害蓝
光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哪里？
答：怕光流泪，视力模糊，度数加深。

防紫外线抗辐射：此款镜片采用多层加膜其中
包含防紫外线抗辐射膜层，能有效隔离紫外线
保护视网膜，减少有害光线对眼睛的伤害

为全面改善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本次活
动期间每天邀请50名读者体验试戴，每天前50
名进线即可免费赠送一副，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
打电话吧

扔掉传统老花镜，全新防蓝光自动调焦眼镜加智能内渐进远近两用花镜，看远看近，随心所欲。

咨询
热线：400-0328-100

本报讯（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周倩
如）近日，九龙坡区教育系统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召开，全区教育系统78个基层单位妇女代表共
291名同志参加了会议。

本次大会着眼教育系统妇女组织自身改革，
解决教育系统妇委会“小马拉大车”，工作力量薄
弱，工作覆盖不全面的问题，从优化队伍结构，壮
大基层工作力量，增强教育系统妇女组织凝聚力
入手，实现对系统内全体女性的引领、服务、联
系。大会选举产生了区教育系统妇联第一届执行
委员25名，邹江霞同志当选为妇联主席。

九龙坡区教育系统召开
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石亨 实习生 陶临）昨日，重
庆中心城区迎来灿烂阳光，金灿灿的
阳光洒落下来，让人们感受到久违的
温暖。不少市民把家里的被子、冬天
的厚衣物翻找出来，在太阳坝好好地
晒一晒。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各地多云
到晴，周末各地仍旧天气较好，周日部
分地区将有阴天。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晴间多云，气温13～24℃。
明天：多云，气温15～23℃。
后天：多云转阴天，气温16～20℃。

今天继续晴好
周末阳光相伴

以花为媒 用汉服演绎“川渝情”

以花为媒，觅山城风雅一场；以博之名，拾雾
都韶华一回；与会之行，凝川渝身同一心。获邀
后，四川汉服协会立即邀请重庆汉风文化社，进行
传统文化交流。与此同时，由本届城市花博会特
别举办的“重庆时代中心·首届汉服花朝节”活动
也派出5位“花朝女神”，与重庆汉风文化社的18
位重庆汉服文化代表组成超强阵容的重庆汉服代
表团，迎接四川汉服代表共游百花之旅。更倾情
打造“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川渝汉服联动”短
视频全纪录，将通过新媒体渠道与社交平台进行
推广，为未来两地的传统文化及汉服文化交流作
出关键性衔接作用。

据了解，为推进川渝合作，本届花博会还特设
“双城和鸣”展区，邀请了四川省泸州市、德阳市、
广安市、成都市青羊区于“双城和鸣”展区参展。
同时，联动重庆园博园、动物园、植物园等市属单
位为代表积极参与其中，以“和鸣”为题，展示、交
流双城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共建高品质生活
宜居地。

作为川渝文化交流使者的一员，为参加花博
会，国学博主、汉服达人句芒以及其他四川汉服代
表，纷纷选择了贴近“花神”主题的传统服饰。服
饰样式考究，工艺精湛，流溢出传统文化之美。为
在此行中更好地促进川渝文化的交流，大家还为

成都东站的乘客、重庆汉服同袍、逛花博会的游客
准备了200多份伴手礼。礼物将以汉服礼节的方
式送出，有透扇、胸针、手机绳、鼠标垫、镜子等，都
是汉服达人们亲手创作的文创产品。

与会之行 传统文化掀“花博”热潮

10月21日8:30，13位四川汉服达人抵达成

都东站，搭乘成渝高铁抵达重庆并顺利到达本届
城市花博会现场——园博园。一路同行的，还有
十几位摄影师，五位四川汉服协会成员以及十多
位同样身着汉服的粉丝。

重庆汉服爱好者也闻风而来，早已在园博园
内等候。14:00，游园活动正式开始。四川汉服
达人队伍出现在花博会核心展区，轻纱遮面、衣袂
飘飘，尽显古人气质风韵。其服饰之美、文化之
美、仪态之美惹得市民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人
群之中，重庆汉服爱好者方方激动不已，表示平常
很难有机会参与到这样两地汉服交流活动中。

为了向更多观展市民推广汉服文化，让汉服
文化自然地融入生活中，游园并未采用集体巡游
的形式，而是三三两两地散落在人群中，给游客们带
去惊喜。面对“画中人”般的汉服达人突然出现在自
己面前，市民们纷纷乐开了怀，对汉服充满好奇。

巡游完“大师花园”“明日花园”“花之穹顶”等
展区后，四川汉服达人们齐聚“双城和鸣”展区。
还未靠近，便被唯美的歌曲与曼妙的舞姿吸引，原
来重庆汉服代表团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天下同袍一家人”，双方相见，彼此颔首低
头，深深一鞠，以汉文化礼仪相互问候，让周边游
客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随后，双方以方
阵的形式演绎汉代礼仪，为游客们诠释汉文化精
髓，并以此与成都东站表演的“快闪”行动相呼
应。据悉，出发前，四川汉服达人团队在成都东站
开启了一场“快闪”行动，得知他们的活动目的是
为促进川渝文化交流，活动也得到了当地相关政
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完成仪式后，大家向围观市民赠送了伴手
礼。能够向重庆人推广汉服文化，让市民对汉服
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大家都特别开心。而重庆
人对汉服文化的热情也深深留在了每位四川汉服
达人的心里。“无论是在游园过程中，还是在走秀
过程中，大家都热情地和我们交流，问我们来自哪
里？是来做什么的？”四川汉服协会宣传部琬依说
道，“很荣幸能受邀来参加活动，我们四川的汉服
同袍也都一直希望能和重庆本地汉服同袍交流。
感谢花博会搭建这样的平台，让我们可以通过这
次活动向重庆市民展现川渝汉服文化。”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摄影报道）昨日上午，2023年亚
足联亚洲杯中国组委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
行。记者在位于重庆市体育局101会议室
的重庆分会场，通过视频连线见证了这一
历史时刻，重庆市政府、市体育局、市足协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2023年亚洲杯将于2023年 6月至7
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西安、大
连、青岛、厦门、苏州等10座城市举办。亚
洲杯中国组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亚洲杯筹
办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受新成立的亚洲杯组委会主席、国家
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委托，组委会执行主
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
记杜兆才在成立大会上表示：在筹备工作
中，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要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确保各项筹
办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要坚持开放办赛，

把亚洲杯办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
体育盛会；要坚持共享办赛，把亚洲杯办成
全国人民的节日；要抓好国家队备战参赛
工作，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

随后，杜兆才还介绍了组委会的组成
情况：亚洲杯组委会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委、各承办省市等有关方面人员组
成。组委会成立秘书处，设在中国足协，承

担组委会日常工作，各承办城市将组建相
应工作机构。

按照亚洲杯组委会要求，各承办城市
必须在10月31日之前提交各自赛区组委会
名单。目前重庆赛区组委会的组建工作已经
走在了前面。据重庆市足协相关负责人透
露：“早在今年9月4日，重庆就成立了亚洲杯
重庆赛区筹委会，并由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
担任负责人。下一步我们将会把这个名单上
报中国足协，届时各部门将共同推进、各司其
职，做好承办亚洲杯的各项工作。”

名为“亚洲杯中国组委会”的亚洲杯组
委会官方微博也在当天上线，发布了2023
年亚洲杯城市宣传片。重庆作为承办城市
之一，自然也进行了重点的展示。在宣传
片中，除了重庆的地标性建筑解放碑，还有
重庆火锅，最后在介绍交通的部分看到了
重庆的轨道交通以及全国闻名的李子坝轻
轨站。

2023年亚洲杯组委会成立
新宣传片展现多种重庆元素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致辞▲宣传片中的重庆元素

百万粉丝国学博主带队“川渝汉服联动”

共赴“花博”之约
汉服演绎汉服演绎““川渝情川渝情””

城市花博会开
幕啦！10月20日—
29日，中国（重庆）第
三届长江上游城市
花卉艺术博览会，从
两江四岸最美的景
观阳台江北嘴，来到
了重庆园博园这个
集自然景观和人文
景观于一体的超大
型城市公园。开园
首日，便用珍奇花
卉、缤纷展园、丰富
活动为市民们奉上
了一场精彩的秋日
花漾盛宴。

花博会不仅是
花卉的盛宴，更是文
化的盛宴。为促进
川渝文化交流，本届
花博会还特邀四川
汉服协会参与。前
日，由四川汉服协会
组织号召，由全网近
百万粉丝国学博主、
传统文化推广大使
句芒带队，集聚汉服
达人 KOL，以及成
都、德阳、绵阳、南充
等地的汉服爱好者
组成四川汉服代表
团，从“汉服第一城”
成都搭乘高铁，以花
为媒，沿成渝经济圈
交通动脉，抵达重庆
园博园。此次“川渝
汉服联动”以第三届
城市花博会为交流
契机，通过新媒体渠
道与社交平台，展现
“川渝一家亲”，呈现
汉服文化魅力，让更
多重庆人了解、喜爱
汉服文化，为美好生
活添彩。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 唐小堞
组委会供图

◀双方
相 见 ，
以汉文
化礼仪
相互问
候。

▲“首届汉服花朝节”选手在活动现场带来国风舞蹈演出

◀四川
汉服代
表团在
“ 双 城
和 鸣 ”
成都市
青羊区
展园内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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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243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10月22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4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2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24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2 8 0 7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004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3 1 3 3 0 0 0 1 0 3 1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004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3 1 3 3 0 0 0 1 0 3 1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004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3+ 3+ 0 3+ 1 0 1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04 10 27 16 08 29
蓝色球号码

09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0104期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10月22日

VR全景观园，实名
预约观展，请扫码进
入“城市花博会”官
方小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