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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身边事

本报讯 （记者 黄烨）11月4日晚，
由撒贝宁、尼格买提主持的《加油！向未
来第二季：“复兴号”高铁挑战极限平衡实
验》，13岁的重庆女孩赵小淇一路闯关，
进入总决赛。

赵小淇是南开（融侨）中学初2019级
学生，通过笔试、面试等层层选拔，来到了
北京，参加《加油！向未来》第二季第十期
的现场答题。

《加油！向未来》是央视综合频道
推出的科学实验节目，节目中将物理、
化学、生物等大型室内外科学实验转为
益智答题，每期会有两位经过甄选并具
有一定科学素养的普通人和明星组队
答题比拼，并与主持人共同参与实验验
证，通过科学实验来让观众看到视觉奇
观，呈现出科学之美，于每周日20点黄
金档播出。

赵小淇告诉重庆晨报记者，她从小热
爱科学，也喜欢观察、做实验。曾在重庆
市第一届科学素养大赛电视现场比赛中，
带领所在队伍获得第一名，自己也荣获

“科学少年”称号。
赵小淇还获得过重庆市科技模型大

赛一等奖。因其在众多科技比赛中的出
彩表现获得了《加油！向未来》第二季的
推荐资格。

节目现场将60名科学爱好者分成A、
B两队，分别是18岁以下的未来队（30人）
和18岁以上的加油队（30人）。第一个环
节是6个“科学猜想”，由主持人出题，现
场60名科学爱好者进行AB大猜想。小
淇在科学竞猜中享受着游戏般的快乐，就
在此时，主持人大声宣布：“未来队进入一
对一对决的是——来自重庆的——赵小
淇！”

掌声中的小淇激动不已，因为两支
队伍中累计分数最高且答题用时最短的
两位选手才能进入终极 1v1 环节的比
拼，而赵小淇是以全场最高分进入的决
赛。决赛环节，第一题赵小淇旗开得胜，
但第二题因为手慢，失分于对手。比赛
过程中，抢答题双方比分交替上升，但赛
点最后一题，被对手先下手为强，赢得了
答题机会。

赵小淇虽憾失“科学猜想王”，但更多
观战的师生、家长却为她点赞：“以小比
大，以弱战强，小姑娘勇气可嘉，科学知识
丰富令人惊叹。”

13岁的重庆女孩赵小淇参加《加
油！向未来》节目。 （视频截图）

13岁重庆女孩
央视挑战“科学猜想王”

11月的重庆，难得的秋日阳光，在重
医附一院的病房里，105岁的刘文治老人
身边，儿孙绕膝。5日，是这位老红军105
岁的生日。看着病房里四世同堂的欢乐，
刘文治的脸上满是笑容，“这样的幸福日
子，就是当年我和战友们义无反顾投身革
命所盼望的，我真的很幸运，亲眼看见了
我的祖国日益富强，看到人们过上了幸福
快乐的日子。”

参军
20岁时瞒着家人报名

1912年10月，刘文治出生在四川大
巴山腹地通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
兄弟姐妹5个，她是老大。刘文治从小就
挑起了重担，生活的艰辛让她早早地养成
了不怕吃苦的性格。

1932年，刘文治的家乡来了一群身穿
军装的陌生人。“当时村里的人都很害怕，
纷纷外出躲避，后来大家才发现，这群军
人很友善，不打人骂人，说话很和气。后
来才有人告诉我，这群穿军装的陌生人就
是红军，是来为穷人们说话的。”这支红军
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当时家里穷，我听说红军是来帮助
穷人的，就瞒着家人悄悄跑到了镇里，加
入了红军。”105岁的刘文治仍然清晰地记
得，那是1933年8月。

长征
一块盐团救了十余条性命

1935年1月，刘文治所在的红四方面
军为执行中央命令，发动了陕南战役，引
敌人北移，随机会师川北，成功强渡嘉陵
江并乘胜向西进攻，解放了涪江与嘉陵江
之间的大片土地。随后，红四方面军踏上
了长征路。

刘文治也离开了家乡通江，跟随红四

方面军第四军西行，那时，她已成为女兵
排的排长。

回忆起一年多的长征路，刘老至今
记忆犹新。“如果不是在进草地前经过盐
山时，挖了一块排球大小的盐团背在身
上，我肯定熬不到长征结束。”刘文治
说。

“当时，我们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行
军，一直要走到下午5点左右，饿了就扯附
近的野草，放进随身背的脸盆里煮来吃。”
刘文治说，身为排长的她担负起了分盐的
重任。

每天开饭前，刘文治总会用一把小
刀，小心翼翼地在每位战友的碗里刮下
几粒盐末子。“等我们一年之后到达甘
肃时，排球大小的盐团刮得只有鸭蛋大
了，表面光滑惨了。”可正是这不起眼的
盐团，保住了十余位女战士的命，她所
率领的女兵排，到长征结束时只有两人
牺牲。

渡河
拽着马尾巴一个战友都没少

四川阿坝州毛儿盖的黑水河，水流湍
急，水深没胸。刘文治说，为了渡河，大家
先把马尾巴打个结，再派一个人使劲拉住
马尾巴，后面的人拉着前面人的衣服过
河。“但如果其中一人不慎摔倒，大家都会
被冲走。”

为保证队员们安全过河，刘文治在岸
边下达了死命令，不管发生任何事，决不
能松手。“我知道，最后的人是最危险的，
但我是排长，得保证战友们的安全，因此
排在最后。”

看着其他队的战士不停被水冲走，刘
文治在黑夜中不停地大喊“别松手！”在黑
水河里跋涉了大半夜，天将破晓时，刘文
治和战友们终于到达了岸边。“上岸后我
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清点人数，发现一

个都不少的时候，才觉得全身酸软得要
命，一屁股坐在河滩上。”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与中
央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刘文治随军在
甘肃驻扎，在三八五旅继续为军队做军
需用品。就在甘肃工作期间，她找到了
人生伴侣——和她一起长征的战友谢远
长。

1945年，刘文治经延安短暂停留后，
随部队南下。1952年，刘文治和谢远长结
束了军旅生涯，转业到了重棉四厂工作，
直至离休。

迁居
1949年带着孩子来到重庆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红军转移时，马
背的摇篮中驮着战士们的孩子。这并不
是虚构的场景，当年我和弟弟就是靠牛
车、马背驮着来到重庆的。”回想起童年生
活，刘文治老人的大儿子谢家兵说，自己
是在红军小学长大的，后来陪妈妈从甘肃
一路来到了重庆。

1948年，谢家兵和父母从延安出发前
往重庆，“当时弟弟刚出生，不能和我们一
起坐牛车。于是妈妈只能把他放在马背
的摇篮里，跟着部队前进。现在弟弟总爱
说，自己是马背上长大的孩子。”

1949年底，谢家兵和弟弟跟着爸爸妈
妈终于来到了重庆。“当时父亲去参加解
放重庆的战斗，我们跟着妈妈在重庆解放
的第一天，就来到了这个城市，从此定居
下来。”

如今，谢家兵和弟弟妹妹们都到了
花甲之年。每天下午，他们总会抽空来
到母亲身边，陪妈妈聊聊天。“经历了那
么多的生与死，妈妈的心态很好，从来不
会因琐事而生气和激动，这应该就是妈
妈长寿健康的秘诀。”

本报记者 李晟

是热血铸就的，105岁老红军刘文治，20岁参军，23岁带领一个排的姐妹踏上长征路，半生戎马，老有所乐！

是不惧挑战的，13岁女孩站上央视舞台，面对经验丰富的前辈，一对一竞技，虽败犹荣！

靠着排球大小的一坨盐
她带领战友走过长征

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老红军刘文治，本月5日度过自己105岁的生日

刘文治（左二）于1952年在重庆留影。
四代同堂共庆刘文治105岁生日。 本报记者 苑铁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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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调查

代办执照、资质、商标、税务、验资、审计、评估、年检
重庆工商服务中心
6380222663722799

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包成功68780161

工商咨询

◆重庆山地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公：5001038048135），声明作废
◆殷小佳(510214196211082613)遗失失业证，声明作废
◆杨嘉陵遗失失业证，证号98－012－152，声明作废

遗 失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门面招租
南坪步行街临街独立门面公开招租，无转让费，50多㎡
地址：南坪惠工路 196号南坪步行街城市广场
对面二楼二机公司物业办62839864、62830502

租售转让万
事
通

遗失声明：重庆天人汽车车身制造有限
公司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企业进出口代码：5000202880800，
登记表编号 0120955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绿宝生物工程研究所（注册号：
500226100002162 1-1-1）（因股东都是70岁
上下老人，几年未营运），股东大会研究决定，将
研究所注消。登报之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为谢。2017年10月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渝兑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3000241072）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责任自负。重庆渝兑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11月7日

遗失声明：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
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10114700
3408076）于2017年9月5日开具给第
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北京增
值税普票2张（发票代码1100162350，
号码 07054303，金额 25000元；号码
07054304，金额24145元）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工商大学关于要求兰跃军等
4位同志限期回校办理手续的通知
兰跃军（43292219700921****）、蒋建民（51303019720701****）
秦茂昌（53322219711010****）、王立存（51021319780216****）同
志：你们长期不在岗位工作，现通知你们
即日起十日内到学校人事处（023-62768190，
Email:rsc@ctbu.edu.cn）办理相关手续，
否则学校将按相关规定解除聘用关系。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食全酒美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331576602A）股东会
决议，拟注销本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45
日内与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恒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机构信用代码号:9150011257343
1115F)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
《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
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恒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7.11.7.
重庆市千典广告策划有限责任公司江北
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
5001052901435），税 务 登 记 正 副 本
（税号：500105660899568），代码正副本及
代码卡（代码号：66089956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重庆霞光电信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20281
8513M）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登记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霞光电信有限公司2017年11月7日

◆遗失声明：北部新区洪海鱼府 公司不慎遗失重庆市地方税务局通
用机打发票，票号：10591646-10591900，代码：050001700107，声明作废
◆遗 失 武 隆 县 柯 妹 餐 馆 税 务 登 记 证
正本，税号：51232619711020334801，声明作废
◆本人肖雄遗失恒大御龙天峰开具的收据一份，
票据编号 yltfl0017202，金额 2142.4元，声明作废
◆遗失张铭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642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晴耕雨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
即日起公司解散，注册号：91500000MA5U3QPY8U，清算组成
立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见报后30日内到公司结算清现，未接到
通知的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重庆摩果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
5U434J4L）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登记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摩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11月7日

◆个 体 户 陈 德 禹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5102211972121443190，声 明 作 废 。
◆袁霞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编号：
02000150011580020170601517，声 明 作 废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公路局工会法人资格证
书正本工法证字第230700189号，声明作废。
◆李鹏个体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4MA5UC8AX42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盈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5NNE4A）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2017年11月07日

快运公司招商
本快运公司诚邀重庆

区县网点，负责全国各地专
线及落地配送，欢迎志同道
合的朋友来电洽谈。
18002350066

遗失声明：我重庆江河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
9月25日在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分行开立对公存
款账户，该账户名称为重庆江河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帐号840011010000096388。该账户预留印章、财务章
及李前程法人个人私章因保管不善丢失。特此登报作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付先餐馆遗失民生银行高新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3554601，声明作废

◆声 明 ：重 庆 市 石 桥 铺 殡 仪 馆 收 据
（编号 7027361-7027400）特此声明作废
◆秦怀菊(身份证号512221197404063005)保险执业证遗失

寻亲启事
一、2015年12月1日,在重庆市江

北区嘉陵四村32号1-1房中接运到一
具遗体,该死者名叫王国楠。我馆至今
无法联系上死者家属。

二、2015年5月31日，在重庆市江
北区电测村公厕发现一具男性遗体，经
公安机关多方调查未找到家属。

以上信息有知情者请与重庆市石
桥铺殡仪馆联系，如若一直无人认
领，我馆将对遗体按有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023-68617598

◆毛梅2017.11.03遗失身份证500236199304160668作废
◆李光泽遗失 2014年 9月 25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6603510658，声明作废。
◆王翠遗失保险从业资格证500113199003079022，作废
◆重庆市都安工程勘察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1张，代码5000162350，号码06886303，声明作废

重庆市邓创装饰设计工作室遗失2014年4月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001072000
27368；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59670542-2及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 500107596705422，特此声明

◆重庆恒利五金工具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500108622039508及征税盘，
盘号661511460779，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