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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听不见外界声音，但他们仍能舞出绚
丽人生；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但他们仍能唱
出黑暗中的梦想。10月15日—18日，2020重
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重庆
文旅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在昨天举行的“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
2020年重庆市特殊艺术巡演活动中，残疾人
朋友表演的歌舞、小品等节目吸引众多人驻足
观看，甚至有人现场落泪。

这场艺术巡演让人泪目
“我爱你中国心爱的母亲，我为你流泪也

为你自豪……”现场一首由四位男性弹唱的
《我爱你中国》引得众人喝彩。贝斯、吉他、架
子鼓……他们应用自如。如果不是有人引导
他们上场下场，观众根本不会发现他们是盲
人。

主唱叫陶大成，今年27岁，是一位贝斯
手，他是先天性视力障碍。

陶大成从小就热爱音乐，心情不好时，唱
唱歌就能让他快乐起来。大学他学了贝斯演
奏，毕业后进入重庆市梦想残疾人艺术团。“音
乐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让我们多了一种理解
世界和对外沟通的方式，让我的生活成了‘彩
色’。”

这是陶大成和同事们第一次以乐队的

形式站上舞台，在此之前他们都是“自弹自
唱”。

《千手观音》是压轴节目，由三位男性和
四位女性共同完成。这七个表演者有一个共
同身份：聋哑人。他们学习舞蹈最短的只有2
年多，最长的有10多年。只见表演者对动作
节奏烂熟于心，基本不去看台下手语老师的
指挥，卡点步步到位。随着音乐进入高潮，演
员们动作虽越来越快，但依然整齐划一。看
到这一幕，台下的金华强落泪了，他也是一位
残疾人。“非常感人，非常振奋人心，残疾人也
能活得精彩，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乐观、积
极。”

据了解，本次巡演共有群舞《高山流水》、
现代京剧《梨花颂》、口书表演《大圣》、手语颂
词《芬芳誓言》等11个精彩节目。其中，《高山
流水》曾获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二等奖。

重庆文创原来这么潮
呆萌可爱的羊毛挂件、别具一格的火锅冰

箱贴、坐上轻轨的音乐盒……10月15日—18
日，2020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以下
简称“重庆文旅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重文创联盟的产品让人爱不释手。

重文创联盟在N8展馆，主展台是一个由
纸板拼成的镂空立体图，里面包含了一些重庆

地标元素，如解放碑、双子塔、白象街、轻轨
等。这个作品由一家位于渝中区的文创公司
设计，作品名称叫《山城记忆》，该作品获得了
今年渝中区文创大赛三等奖。

公司团队主业拼图，他们把重庆的多种地
标设计成立体拼图的形式，就算是业余玩家，
也能在3小时内拼出一个作品。重庆的轨道
桥梁、红岩、川剧等都成了可爱的立体画。

最让人惊叹的是，有一盏灯汇集了多个重
庆地标以及重要元素。这盏灯中间是山茶花，
围绕着山茶花的有索道、双子塔、解放碑、三峡
博物馆、洪崖洞、大剧院、跨江大桥等10余个
元素。整盏灯是镂空形式，造型美观，制作工
艺复杂。

在该展台，老虎、狮子、天鹅、青蛙等动物
也被“改装”后，成了毛茸茸的羊毛毡。目前这
个做羊毛毡的工作室有700多种产品，一年比
一年卖得好。

记者了解到，重文创联盟展台主要是以重
庆地标景点为元素进行的最新原创文创作品，
这些作品中，设计师选取了重庆最具特色的
11个地标景点，以“潮水”和“山茶花”为元素，
进行了原创插画的创作，表达“重庆潮起”的美
好寓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 黎静
李晟 范圣卿 李琅 王淳 王梓涵 王倩

10月20日，第三届城市花博会将绽放重庆
园博园。据了解，本届城市花博会将开展“第二
届室外布展邀请赛”“第二届大学生花园建造季”

“时代中心·首届汉服花朝节”三大主题赛事，共
掀“花博”热潮，营造全民共享的花卉“盛宴”。

赛事1：第二届室外布展邀请赛
看成渝城市品质提升成果

最近，身处重庆不同区县的市民们或许发
现，自己身边一些熟悉的步道、街景纷纷焕然
一新，在缤纷花境的营造下，成为新的“打卡”
地。其实，这些都是本届城市花博会“室外布
展邀请赛”中的参赛作品。

在园博园主展场内，除了江北区和两江新
区两家主办单位重磅打造的“明日花园”江北
园、两江园以外，市城管局还组织邀请了10个
区县以及重庆园博园、重庆动物园、南山植物
园3家市直属公园，分别在“山城家园”“双城
和鸣”两大主题展示板块进行展园搭建，以“现
场布展”的形式参赛参展。此外，还邀请到市
内另外29个区县采用“属地布展”的形式参赛
参展，集体展现《重庆城市提升行动计划》实施
两周年的成果与经验。

此外，本届城市花博会还特邀四川省泸州
市、广安市、德阳市、成都市青羊区作为城市代
表，在园博园五大主题建筑之一的“圆缘园”创

作展园参赛参展，展示、交流双城生态环境保
护与产业发展交流，共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赛事2：第二届大学生花园建造季
品大学生脑海中的未来人居空间

本届城市花博会继续开展“大学生花园建
造季”活动，邀请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交
通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文理学院等重庆
高校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参展，以“城市，让生
命可栖”为题，发挥创意思潮，畅想未来生态人
居，一起探索城市生活品质提升，实现城市可
持续发展，保护地球生态平衡。

大赛推出后，各高校学生踊跃报名，按照
比赛规则组队参加，并在学校指导老师的帮助
下，发挥自身专业特长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想象
力十足的作品。大赛最终将评选出十大优秀
作品，其各自的大学生设计团队将会在城市花
博会开幕前夕进驻园博园，并在8小时内现场
完成作品搭建。随后，由城市花博会组委会组
织专家评审会，对入选作品进行评选颁奖。展
会期间，市民可前往园博园艺术广场观赏作
品，感受大学生的新锐思潮魅力。

赛事3：时代中心·首届汉服花朝节
12位汉服美女演绎“十二花神”

“花漾盛会”“汉服文化”“重庆美女”，三
大元素的交汇与碰撞将会带来怎样的视觉冲
击？本届城市花博会大胆创新、倾情打造“时
代中心·首届汉服花朝节”，借力花博平台优
势，打造重庆美女IP，创造城市文旅品牌。

据悉，“首届汉服花朝节”采取全城招募、
区县联动、高校参与的形式，将征集12位汉服
美女分别代表十二月份花神，演绎十二种风
雅，让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迸发新活力。
城市花博会期间，12位汉服美女还将于园博
园内游园、展演，邀市民一同赏花、赏美、赏文
化，丰富花博体验、传递花博快乐、沉淀花博文
化，塑造花博会独有的城市影响力。

活动正式启动后，来自重庆大学、重庆师
范大学等高校艺术类、舞蹈类专业学生纷纷踊
跃报名参与。通过线上评选和花博会组委会
评审，20名优秀选手将进入到最后评选中，于
城市花博会期间（10月25日）角逐“十二花神”
之位。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大渡口
发朋友圈推广垃圾分类
吸引群众踊跃积赞换礼品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伍雅楠）近日，大渡口区回龙桥社
区开展垃圾分类游园会，吸引了辖区200余名
居民参加。“快去发个朋友圈，我一会就积了20
多个赞，这次活动搞得很有创意，不仅玩得开
心，还能获得礼品。最重要的是，知道了很多垃
圾分类的知识。”现场居民兴高采烈，“我为垃圾
分类代言，回龙桥社区垃圾分类邀请你一起参
与。”参与者中既有80多岁的老人，也有30多
岁的年轻人，还有20左右的大学生，通过在微
信朋友圈纷纷上传自己代言垃圾分类的照片，
点赞率不断高升。

社区携手医院义诊
提升居民护眼意识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徐宁一）近日，平安社区联合重
庆一家眼科医院在社区活动室开展了“退役
老兵白内障眼病救助活动进社区”慈善义诊
活动，让退役军人在家门口看病就医，让他们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与贴心的服
务。

活动中，医护人员不仅为退役军人和居民
免费进行了视力测试和白内障筛查，还对居民
咨询的其它健康问题一一给予了解答。此外，
对前来义诊的老人们讲解了定期做眼部检查的
重要性以及白内障预防知识等，提高了居民的
用眼健康意识、防病意识、治病知识。

社区携手医院
为残疾老年人义诊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李娟）近日，大渡口锁口丘社区携
手辖区医院举办“锁爱残疾人系列活动——世
界关节炎日、爱在夕阳、健行天下”义诊活动。
为辖区的残疾老年人们进行免费关节炎、血糖、
血压义诊活动。

专科医生们为前来咨询的残疾老年人针对

关节炎诊断、治疗、预防等问题进行了耐心解
答，并为目前的一些患者免费普及关节疾病相
关知识。提醒患者人员关节炎除了药物治疗缓
解病情外，更在于日常的康复，建议平时穿着松
软鞋底的鞋，并注意保护受损关节，上下楼梯、
爬山、下蹲的时候注意避免剧烈运动。

小面制作培训班
提升村民就业创业竞争力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朱晨鹭）近日，大渡口建胜镇组织
辖区秋收后“农闲”村民在百佳园社区开展重庆
小面制作免费专项技能培训。为期6天的培
训，内容包括小面制作过程、佐料配置成分、如
何自制辣椒油等，共有46名学员参加培训。

培训老师通过网络视频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的方式，仔细讲解重庆小面的烹饪过程，参训的
学员们都全神贯注地听课，还不时地在笔记本
上记下重要知识点。参训学员邹平说道，现在
镇里提供一个学习机会，不仅让参训学员学得
一技之长，鉴定合格可获得重庆小面制作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真是太好了。

龙湖时代天街D馆L1层
临街铺面转让

面积：室内：200平
室外：160平

所有装修，设备完整，可直接经营
所有证件，手续完整

转让费及具体事宜面谈
马先生：17815049115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屋管理局西郊房管所（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编号：事证第150010700037
号）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屋管理局西郊房管所2020年10月18日

◆遗失2018年04月10日核发的重庆市鑫澳康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YPLY661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09月12日核发的重庆市綦江区豪嘉厨卫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2205840290声明作废◆遗失垫江县蒋三菌子养生汤锅馆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25002310077152，声明作废◆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振路建材经营部公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渝西卫生学校二食堂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35001180051794，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遗失重庆硕川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1MA5U5J9J5E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MA5U5J9J5E 1-1-1，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13368336681
遗失·声明·公告·信息广告登报

遗失2014年07月01日核发的重庆中耕润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100189108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中耕润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15305081526），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05081526）声明作废

特别提醒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第三届城市花博
会将于 10 月 20 日—29 日在重庆园博园举
行。观展市民需微信搜索“城市花博会”官方
小程序，提前进行实名预约，凭身份证免费入
园。请大家戴上口罩，
做好防护措施，请选择
公交、轨道交通等公共
交通工具，绿色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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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朋友表演歌舞、小品、器乐……

这场特殊的艺术巡演让人泪目
本届重庆文旅会上，重文创联盟的羊毛挂件等产品让人爱不释手

城市花博会三大赛事 一个比一个精彩

汇集了
多个重庆地
标以及重要
元素的一盏
灯。

火锅冰箱贴。

“第二届大学生花园建造季”入选作品：《柔
声·入境》。参赛团队：四川美术学院建筑
设计、环境设计专业本科2019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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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238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10月17日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010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7 11 18 20 29+09 12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3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2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23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2 4 9 0

重庆市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10月17日

“第二届室外布展邀请赛”参赛区县
——北碚展园效果图

“时代中
心·首届
汉服花朝
节”启动
仪式上选
手代表惊
艳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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