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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今要闻

大坪至杨家坪公交优先道
下周二正式运行

昨日，重庆晨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
队获悉，杨家坪至大坪公交优先道将于12月
12日（星期二）正式开通运行。这是在交通出
行领域践行市委五届三次全会“在重庆大地上
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改善民生的一项
重要举措。

大坪至杨家坪公交优先道延伸段正式运行
后，该跨区域公交优先道全长为8.3公里（单
向），全段双向6车道，沿线设有公交停车港湾
27个，公交线路有37条，运力1135辆，日均运
输26.4万人次，起止点为杨家坪环道—两路
口。工作日的7：00至9：00，17：00至19：00
时段内，仅允许公交车、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和
校车等通行，其他车辆禁止驶入。目前，该路段
标志标线已设置完毕，沿线袁家岗、鹅岭、两路
口等交通信号灯运用RFID射频技术改造，实
现公交优先放行。同时，布设了固定、移动两种
电子抓拍设备，违规驶入公交优先道的车辆，将
被处以200元罚款。 本报记者 王梓涵

“榜样面对面”报告会
昨日走进綦江

据重庆日报消息 “责任感、使命感会让人
自豪，更会让每一个人有动力！”市委宣传部“榜
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由重报
集团承办，昨日上午来到了綦江区。当重庆日
报首席记者、2004年度重庆争光贡献奖获得
者、市委宣讲团成员罗成友铿锵有力说出这句
话时，来自綦江区委宣传部、綦江日报社的约
100名听众热烈鼓掌。

罗成友表示，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新闻舆论
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新闻工作者肩负的责任感
与历史使命也将更重。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工作
者，要拿起手中的笔、手中的话筒、手中的相机，
引导激励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紧紧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力拼
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这次宣讲报告会后，市委宣传部还将举办
系列针对新闻界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并
将其送到各区县、送到基层。

主次干路网
积极推进解放碑地下环道三期、

渝州路改造、解放东西路拓宽改造、
雷家坡立交等项目建设。

断头路
积极推进医学院支路、茶亭南

路、红云路等“断头路”打通项目。

节点改造
根据对大溪沟节点、春森路片区

等交通优化项目的研究成果，加快推
进相关重要节点的交通改善工作。

大桥
积极配合市级建设单位，强力协

调推进曾家岩大桥、红岩村大桥、渝
澳大桥两路口分流道、化龙桥立交等
市在区项目建设工作。

隧道
配合市城乡建委加快推进兜子

背两江隧道、朝天门两江隧道等跨江
通道研究工作。

优化路网
逐步开展大坪商圈、总部城、解

放碑商圈、少年宫-儿童医院-文化
宫等重要交通拥堵片区交通组织优
化研究。

智能交通
积极探索智能交通管理方式缓解

改造难度较大的堵点，引导有序交通。

停车场
2017年开工大黄路停车场、棉花

街停车场、交通街停车场等15个公共
停车场建设，预计新增停车位 3500
个，计划在明后年陆续投入使用。

人行天桥
明年春节前陆续完工中兴路、凯

旋路、中山三路、罗汉寺等处天桥。

慢行步道
朝天门九码头至储奇门码头段

景观整治工程已经开工，菜园坝大桥
至储奇门码头段已获得长江委的相
关批复，计划年内开工。

本报记者 陈翔

“讴歌十九大·畅想九龙坡”
九龙坡举办诵读会

本报讯 （记者 罗薛梅 见习记者 吴
思）昨日，九龙坡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六进”文艺宣传暨“讴歌十九大·畅想九龙坡”
诵读会在铁路中学千人礼堂举行。

“不忘初心，有如天空般宽阔的胸襟；继续
前进，因为有强大的人民一起同行。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著名词作家、音乐
剧台词总监梁芒为九龙坡区创作的诗歌《不忘
初心》。

诵读会分为“不忘初心、使命在肩”“开拓奋
进、铿锵誓言”“江山多娇、九龙腾飞”三个篇章，
来自九龙坡区各行各业的文艺骨干一起用诗歌
重温党的十九大精神。

昨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委、市
文联主办的重庆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六进”文艺宣传活动在巫山县双龙镇龙泉希
望小学举行。双龙镇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

文艺名家们通过歌舞、快板、相声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台上表演：
90%的节目涉及十九大政策宣讲

昨日上午十点，活动以来自渝北临空文
化艺术团的群舞《拥抱新时代》开场。重庆市
群众艺术馆文化活动部主任莫溦沙表示，这
次演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十九大精
神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活动共有10个节目，《不忘初心》、《走进
新辉煌》、《共圆中国梦》等以喜庆、祥和的舞
台效果，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由凌
淋表演的谐剧《一分不能少》更是把现场气氛
推向了高潮。

“这种形式接地气，也很受欢迎。”重庆市
群众艺术馆馆长、文艺宣传队第六队队长罗
智敏表示，这次送演出进基层带来了十多个
节目，90%的节目涉及政策宣传，包括上学、
医疗、住房等内容。

台下观众：
能深入直观了解十九大精神

龙泉希望小学学生以及部分学生家长近
200人整齐坐在操场上观看演出。

“我印象最深的是跳舞和唱歌节目。”六
年级学生周菊表示，之前从来没有在现场观
看过演出，今天很兴奋，第一次看到了现场演
出，很震撼。

“这种形式很好，能让我们更直观、更深
入地了解十九大精神。”学校老师周小蔓说，文

艺演出结合了十九大精神，描绘了美好生活
的前景，增强了信心，让她工作更加有动力。

现场还有不少专程前来观看表演的村
民，他们纷纷表示，这次观看演出收获很大，
像金钱板《走进新辉煌》说到了他们心坎上，

“牢记使命记心上，当初之心不能忘，特色旗
帜高飘荡，决胜全面奔小康”。

■相关新闻
“六进”文艺宣传
走进深度贫困乡镇

市委宣传部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启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六进”文艺宣传活动，
抽调市级文艺家和区县文艺骨干，成立文艺宣
传队，深入基层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目前，“六
进”文艺宣传活动已经在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中的巫山双龙镇等乡镇举行。接下来，“六
进”文艺宣传还将走进其他深度贫困乡镇。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为：巫溪中岗乡、巫
溪天元乡、石柱中益乡、酉阳浪坪乡、酉阳车
田乡、武隆后坪乡、黔江金溪镇、秀山隘口镇、
彭水三义乡、彭水大垭乡、万州龙驹镇、奉节
平安乡、城口鸡鸣乡、城口沿河乡、开州大进
镇、丰都三建乡、云阳泥溪镇、巫山双龙镇。

本报记者 黎胜斌

“六进”文艺宣传活动
走进巫山龙泉希望小学

“六进”文艺宣传活动现场。

渝中区全面推进“解决交通拥堵”三年行动

中兴路天桥明年春节前投用
渝海城停车场连通北区路七星岗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水利、铁路、
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
础设施网络建设。

作为中心城区，渝中区当前正全面推进
“解决交通拥堵”三年行动。该行动方案明确
了七项重点任务、十三项重大举措，将努力使
渝中区实现“进得畅、出得顺、停得下”，全面
构建安全、便捷、绿色、高效的现代化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

昨日，重庆晨报记者从渝中区建交委获
悉，预计明年春节前，将有一批改善交通的项
目竣工投用。

分流人车
中兴路天桥明年春节前投用

目前，渝中区正在进行人行过街设施的
研究及建设工作，结合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
员提案以及市民诉求，重点聚焦老百姓最关
心的实际问题，积极寻找对策，落实解决方
案，正有序推进罗汉寺、中兴路、沧白路等天
桥建设。

作为进入较场口、解放碑的重要公路通
道之一，中兴路每逢早晚高峰，交通压力不
小。

其实，这里的交通压力不仅来自于车流，
还有人流。轨道交通1号线有两个出口开在
中兴路附近，行人到十八梯一侧只能靠两条
斑马线，人流的密集通过，自然会影响到车
流。

要分流人车，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修天

桥。区建交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位于轨道交
通1号线5号出口附近的中兴路天桥目前已
接近完工，预计2018年春节前就能投入使
用，将有效解决路口人车混行问题，缓解交通
通行压力。

连通北区路七星岗
渝海城停车场将成新通道

在交通方面，做一次“小手术”或许就能
带来“大变化”。

许多车主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不去解放碑，却堵在通过的路上，比如从北区
路往返七星岗，直线距离很近，但隔着高低落
差。

长远来看，解决解放碑区域交通问题的
“大手术”是地下环道系列工程。当前，渝中
区也在给交通做“小手术”，渝海城停车场项
目就能解决高低落差的空间距离。

该项目位于渝中区解放碑CBD片区交
通核心位置，与民生路、华一路（经业城花
园）、北区路相连，主要包括负四层至负六层
商场调整为车库，以及负七层、负八层的原有
车道改造，改造后的车位数约730个。

区建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计划
在2018年春节前投入使用。除新增泊位用
于解决“停车难”问题，还可通过该项目实现
从七星岗巴渝世家至北区路之间的区域交通
连接，为串联上下区域提供新通道。

目前，渝中区正会同市城乡建委持续推
进《渝中区“窄马路、密路网”规划研究》，通过
摸清理顺现状道路情况、分析吃透主要矛盾
问题、研究制定改造实施策略，创新思考通过
打开大院、利用现有商业楼宇车库实现道路
串联、打通断头路等方式，以“小手术换大变
化”、“小代价获大改善”等举措，进一步加密、
优化路网布局，切实提高区域路网通行能力
和服务水平。

未来三年
渝中区交通将有这些新变化

地点：中兴路
问题：过街人流影响车流
解决方案：修建过街天桥
解决时间：明年春节前投用

地点：渝海城
问题：北区路到七星岗太绕
解决方案：渝海城停车场串联
解决时间：明年春节前投用

12月6日，正
在修建中的中兴
路人行天桥。

本报记者
胡杰 摄

相关新闻

话剧《范长江》上演
真实再现“新闻巨子”人生历程

本报讯 （记者 孔令强）他是第一个报道
“西安事变”真相的人，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
奠基人之一……昨晚，他在重庆“登上”了话剧
的舞台！作为“川渝话剧双城记”的重点剧目，
由四川人艺制作演出的话剧《范长江》在国泰艺
术中心上演。范长江思想开阔、才气十足、目光
敏锐的新闻工作者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
观众面前。

范长江因为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中国的
西北角》名满天下，一生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
新闻著作和名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项已成
为中国记者的最高奖项。话剧《范长江》借鉴了

“文献剧”的形式，创作内容均源自范长江生平
所写新闻报道、谈话记录、有关人士撰写的回忆
文章及范长江传记等，全剧以范长江对共产主
义事业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主线，再现了范
长江从青年时代投身救国救亡运动、参加南昌
起义、采访西安事变、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赴抗
日前线等重要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话剧《范长江》塑造了老
年范长江和青年范长江两个形象，舞台上两个
不同时代的范长江常常会隔空对话，这也让观
众更好地了解到了主人公内心的自述。话剧还
使用了LED屏作为舞台背景，屏幕内容会根据
剧情不断变化，或是范长江采访的战场，或是一
些旧报纸文献，观众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生动的
范长江形象。一位观众说：“以往只是偶尔听到
过范长江这个名字，甚至不知道他是一位这么
出色的新闻记者。通过这部话剧，我深深地被
范长江追求真实的新闻理念所打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