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叔叔，当年您的救助之恩我没齿难
忘，19年来我多次试图找您，没想到最终
见到您的时候，您却已经离我们而去，杨叔
叔您一路走好，我一定会像您那样，做一个
忠诚履职、贴心为民的好警察。”2月19日，
渝北区殡仪馆杨雪峰的灵柩前，一名年轻
民警向其遗体三鞠躬后，扶着灵柩失声痛
哭。

这位民警叫汪泽民，他与杨雪峰早在
19年前就见过——那年他3岁，与家人走
散，差点被坏人拐走，最终在杨雪峰的帮助
下与亲人团聚。多年来，他多次寻找杨雪
峰，却都未找到。让他没想到的是，再次见
到恩人时，却是永别。

3岁小男孩与父亲走失

回想起19年前差点丢失儿子的事，汪
泽民的父亲汪旭记忆犹新。

“1998年8月23日那天上午9点过，
我带着儿子在沙坪坝百货公司超市（现址
为商社电器）购物，我走在前面，儿子跟在
后面。”汪旭说，超市人流涌动，仅一眨眼的
时间，儿子汪泽民就不见了。

汪旭急得团团转，找遍了整个超市，却
仍然找不到儿子的踪迹，只得报警求助。

另一头，年仅3岁的汪泽民与父亲走失
后，站在百货公司门口不知所措，放声大哭。

“这是谁家的孩子？”哭泣的汪泽民引
起了路过的市民杨婆婆的注意，她大声询
问。

听见杨婆婆的喊话声，有两名年轻男
子匆匆赶来，声称孩子是他俩遗失的。

“我看孩子对那两人毫无亲切感，觉得
不对劲。”感到有异的杨婆婆没有将汪泽民
交给那两名男子，而是带着汪泽民找到了
正在道路上执勤的市交警六大队（现沙坪
坝区交巡警支队）民警杨雪峰。

时年21岁的杨雪峰接到杨婆婆的求
助后，一边安抚汪泽民，一边打算带他回派
出所。

正当他准备出发时，找得满头大汗的
汪旭跑到杨雪峰面前，气喘吁吁地说：“孩
子是我的。”

经过仔细核对后，杨雪峰将汪泽民交
还给了他的父亲汪旭。

没想到被害民警就是寻找
多年的恩人

汪泽民逐渐长大，从父母处得知了自
己小时候差点走失的经历，他很想找到当
年的恩人道一声谢谢。

经过一番努力，他找到了当年的杨婆
婆，但是民警杨雪峰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去了沙坪坝区交巡警支队试图找到杨
叔叔，但是得到的回答要么说不认识杨雪
峰这个人，要么就说早已调走，没了联系方
式。”

数年前，汪泽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
庆警察学院，并打听到我市有好几个名叫

“杨雪峰”的民警。
“我了解到长寿区有一名民警名叫杨

雪峰。两年前，我特地去长寿区公安局探

寻了一番。”结果让他失望了。
2月18日中午，微信朋友圈上的一段

视频进入汪泽民的视线：一位民警执法被
歹徒刺伤。

看着视频，汪泽民只是感到震惊，并没
有联想到自己的恩人。但是很快，他就从
其他渠道得知被害民警名叫“杨雪峰”时，
一种强烈的不安涌上汪泽民心头。

经过核实，被害的民警杨雪峰，正是汪
泽民找寻多年未果的恩人。

“虽然杨叔叔离我们而去，
但他的精神永存”

19日，汪泽民来到恩人杨雪峰的灵
堂，缓缓打开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两页报
纸，报纸虽已泛黄，上面的图文清晰可见，
标题为《小孩走散 警民寻求》，图片是19

年前杨雪峰将汪泽民交还给他的父亲汪旭
时的情景。

汪泽民将报纸交到杨雪峰妻子黄雅莉
的手上，黄雅莉一眼就认出了丈夫年轻时
的模样，忍不住泪如雨下。

“阿姨，家人为我留存了两份当年的报
纸，本来是想有朝一日自己见到杨叔叔，亲
手交给他的，现在只有麻烦您代为收下
了。”汪泽民言语哽咽。

汪泽民说，小时候的事情一直感染着
他，正因为这段经历，他也立志当一名光荣
的人民警察。去年，他从重庆警察学院毕
业，以优异成绩进入市公安局轨道交通总
队，成为了勤务一大队民警。

“虽然杨叔叔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
永存，我要像他一样，做一个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好警察。”汪
泽民说。

杨雪峰19年前救下的小男孩，如今也是一名警察——

“杨叔叔，我一定像您那样做个好警察”
本报记者 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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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20 日 电
（记者 王思北）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日前发布的
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
网络娱乐类应用用户规模保持
高速增长，其中网络直播用户规
模达到 4.22 亿，年增长率达到
22.6％。

“强烈的市场需求、政策的鼓
励引导、企业的资源支持共同推
动网络文化娱乐产业进入全面繁
荣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分
析师郭悦认为，2017年网络直播
行业延续了蓬勃发展的趋势。从
已上市企业的直播服务营收来
看，各大网络平台的网络直播业
务营收仍保持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我国对网络直播
行业的内容监管力度持续提升，
违法违规直播内容治理成效显

著。2017年，国家网信办首次根
据《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依
法关停了18款传播违法违规内
容的网络直播类应用。文化部部
署全国29个省份的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机构开展查处工作，对50
家主要网络表演经营单位进行集
中执法检查。YY直播、龙珠直
播、火猫直播、秒拍等30家内容
违规的网络表演平台被查处，12
家网络表演平台被关停。

2018年 2月，国家网信办针
对当前网络直播存在的低俗媚
俗、斗富炫富、调侃恶搞、价值导
向偏差等突出问题，对网络直播
平台和网络主播进行专项清理
整治，依法关停一批严重违规、
影响恶劣的平台和主播，各主要
直播平台合计封禁严重违规主播
账号 1401 个，关闭直播间 5400
余个，删除短视频37万条。

我国网络直播用户
规模达4.22亿
行业监管力度不断提升

本报讯 （记者 韩毅）重庆
日报记者近日从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获悉，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
参与的“重庆市房车旅游扶贫行
动”，正式面向全市招募爱心家
庭。参与者在春节假日过后将开
着房车深入贫困乡镇，以旅游的方
式开展爱心扶贫。

该活动由重庆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指导，重庆市旅游协会房车分
会主办。参与游客可通过购买“房
车旅游扶贫精品线路”产品，游览
沿线旅游景区，感受乡土文化，品
尝农家美食，购买生态农产品，还
可与贫困农户“一对一爱心结对”，
通过定点帮扶、定点结对采购农产
品等形式，帮助贫困户脱贫致
富。线路产品服务提供商在扣除
运营成本后，将其收益按一定比
例捐给当地有关部门，助推贫困

乡镇脱贫攻坚。
即日起，针对重庆18个深度

贫困乡镇设计的“房车旅游扶贫精
品线路”产品将陆续上线，游客可
通过重庆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微信
公众号和微博，CC房车网、CC房
车公众号和微博进行购买。参与
者所购买的爱心线路产品两年内
有效，并可根据自身安排，提前向
平台方预约使用时间。

据了解，首条房车旅游扶贫
精品线路“重庆至酉阳车田乡三
天两夜房车游”爱心产品发车仪
式，将于2月25日举行。届时，来
自全市的多个爱心家庭，将乘坐
房车赴酉阳车田乡开展爱心扶
贫，途中游览酉阳桃花源、龙潭古
镇等景点，体验营地篝火晚会、烧
烤、露天电影等形势多样的房车
旅游文化。

我市启动房车旅游扶贫活动
向全市招募爱心家庭

本报讯 （记者 周松）2月20日上午
7点30分，渝北区殡仪馆挽联高悬、哀乐低
回，在执勤公务时牺牲的渝北区公安分局
民警杨雪峰同志的追悼会在这里举行，杨
雪峰的战友等民警代表和自发前来的群众
千余人为英雄送别。

“感谢大家来送雪峰最后一程，我一定化

悲痛为力量，照顾好雪峰的父母，养育好我
们的儿子，让他健康成长，继承他父亲的遗
志，做一个有担当、有作为的男子汉，告慰他
父亲的在天之灵。”追悼会上，杨雪峰的妻子
泣不成声，向前来送别杨雪峰的人们道谢。

追悼会上，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
公安部唁电，并宣布了市公安局对杨雪峰追

记个人一等功的表彰决定，对杨雪峰牺牲表
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们许多人此前都不知道杨警官的
名字，但是经常看到他，由于他的努力，我
们石船的交通有了很大的改善。”上午，石
船镇村民钟余、王亮等自发来到殡仪馆送
别英雄，他们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石船镇有

赶场的习俗，但以前每到赶场日镇上的交
通就会“瘫痪”，杨雪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就经常来石船镇指挥交通，“镇上的居民虽
然并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但都见过他，得
知他牺牲的消息后，都来送送杨警官。”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出席追
悼会。

千人送别民警杨雪峰
市公安局追记个人一等功

本报讯 （记
者 韩毅）2 月 20
日，春节放假第六
天，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获悉，我市旅游
市场热度不减，精
品景区游客接待量
增幅较大，都市旅
游与乡村旅游红红
火火，全域旅游发
展成效初步凸显。

据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统计监测，
2月20日，我市11
个“百万游客俱乐
部”旅游景区共接
待游客 37.59 万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3.78%；实现门票
收入1157.15万元，
同比增长61.06%。
其中，武隆喀斯特
旅游区接待游客
3.21 万人次，同比
增长13.21%；实现
门票收入273.65万

元，同比增长15.26%。重庆园博园接待
4.2万人次，同比增长129.5%；实现门票
收入53.79万元，同比增长222.5%。这
表明，春节长假虽然已接近尾声，但我
市精品景区游客接待量依然保持强劲
增长态势。

同时，都市旅游与乡村旅游发展势
头喜人。2月20日，主城片区都市旅游
集散地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其中南岸
区接待游客 44.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7%；沙坪坝区接待32.49万人次，同
比增长16.53%；江北区接待12.7万人
次，同比增长15.45%；渝北区接待46.92
万人次，同比增长15.66%。

乡村旅游红红火火，铁山坪、云篆
山、南山乡村旅游片区分别接待游客
0.74、0.99和8.8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39.62%、7.48%和18.41%。远郊的永川
区黄瓜山片区接待游客2.02万人次，同
比增长34.67%；垫江县牡丹樱花世界接

待游客 1.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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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汪泽民（右一）给杨雪峰的妻子（左一）看当年自己走失的新闻报道。 当年的新闻报道。
（本组图片由重庆市公安局提供）

2月20日晚8时，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女士，正安安静
静地在一角落用手机拍摄节日的解放碑。

记者 雷太勇 摄

热爱生活 热爱重庆

2 月 20 日，大足石刻
景区，游人在观赏石刻。
春节长假接近尾声，近郊
游火爆。

记者 齐岚森 摄

大足石刻
游人如织

（上接1版）
那段时间，杨媚挨家挨户走访

菜农，建议他们建大棚。
“建大棚？哪个负责技术指

导？”有村民问。
“我是农业大学毕业的，我来

指导大家用大棚种菜！”杨媚回答。
“我们都在‘农业大学’学一辈

子了（指干了一辈子农活），你个刚
毕业的小姑娘才学几年？”围观的
村民们哄堂大笑。

她拿出结婚的
钱建大棚，婚礼也办
在大棚内

没人肯建大棚，杨媚决定自己
先建起来。大棚建好有了收益，大
伙儿自然就肯干了。

2011年12月，她和男友拿出
原本用于结婚的钱，凑了12万元，
建起8个大棚。为方便日常管理，
两人又用建大棚剩下的材料建了
个窝棚，平常就住在里面。窝棚冬
天冷、夏天热，地上的潮气上来，连
衣服都能挤出水来。70多岁的村
民李朝寿见这个女娃子“瞎折腾”，
觉得又心疼又好笑。他间天给杨
媚拎点萝卜白菜，还给她抱来稻草
铺在床底隔潮气。老人还对她掏
心窝子：“年轻人，我们搞了几十年
了，这块土地刨不出金娃娃来。”但
杨媚只是笑笑。

2012年 1月，正是重庆最冷
的时节，她却准备在大棚里种番
茄、黄瓜、茄子、辣椒等蔬菜。消
息一传开，村民们都来看稀奇。按
照当地的传统，这个季节地里就
该种点包谷、四季豆，而黄瓜、茄
子这样的蔬菜要等到三四月份天
气转暖才能栽。

在蔬菜大棚里，村民们见到了
不少新鲜事儿：比如滴灌设施埋在
地膜下、番茄苗嫁接栽在茄子根
上、大棚里栓上吊绳让黄瓜苗顺着
往上爬……

当年3月，杨媚的第一批黄瓜
上市了，而村民们的黄瓜苗才刚刚
种下去。

卖黄瓜那一天，大家都来看。眼
见她一斤黄瓜批发价卖到了3.2元，
大伙儿都眼热得紧。因为等到五
六月份露地的黄瓜大批上市时，均
价只能卖到每斤1元左右。

这一次卖黄瓜的经历让杨媚
收获了好几名“粉丝”，他们表示要
向杨媚学技术、建大棚。

2012年7月21日，荣昌遭遇
暴雨袭击，突然暴发的山洪将杨媚
的大棚、窝棚全部冲毁，眼看着大
半年的心血泡了汤，大伙儿都很心
疼这女娃娃，杨媚却二话不说重新

建起大棚。2013年4月30日，小
两口还在大棚内举办了简单的婚
礼，用来待客的都是自己大棚里种
出的小番茄、小黄瓜。

一场婚礼办下来，跟着她建大
棚的村民就更多了。不仅如此，村
民们也越来越信任这种菜不要命
的女娃子，在当年的村支部换届选
举中，她全票当选为双流村村支部
书记。

在杨媚的带动下，如今，双流
村先后有80余户村民建起了400
余亩蔬菜大棚。

重组专业合作
社，带动333户农户
增收

改变传统种植模式，只是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的途径之一。如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让农民真正通
过“抱团”实现规模经营来发展现
代农业，才是杨媚更大的目标，她
将眼光放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上。

2013年，在她的带动下，村里
原有的合作社进行重组，重新成立
了双流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当
时，杨媚好说歹说才发展了120户
村民入社。合作社成立后，实行化
肥农药统购统销降低农户生产成
本，还统一低价提供嫁接菜苗、免
费对合作社社员进行技术指导，短
短一年里，入社农户菜地里的蔬
菜，无论是品质还是产量都有了很
大提升。

2014 年，合作社想再吸收
100户社员入户，提前3天通知村
民来报名。报名那天，杨媚早早来
到合作社大院，却被眼前的情形吓
了一跳：前来入社的农户早已排起
了长长的队伍，至少有一两百人。
一问才知道，大家听说这次入社限
定名额，生怕入不上，都早早地来
排队。当天，合作社吸收了前来入
社的213户农户，社员总数也达到
了333户。

合作社壮大后，建立了“蔬菜
科技专家大院”和“田间学校”，新
建了660平方米的冻库、购置了两
辆物流车，还修建了2000平方米
的服务中心和蔬菜交易市场。每
年对农户开展技术培训和田间指
导，并推广使用膜下滴灌等现代农
业新技术，还统一注册商标建立品
牌，成立销售公司。

“目前，我们已经为‘荣昌吴
家莲花白’申请了地理标志，现在
正在为番茄、辣椒、四季豆、黄瓜
等蔬菜申请绿色蔬菜认证。”杨
媚说，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提升
附加值，双流村的蔬菜一定能打
响名头。

她把婚礼办在了大棚内

2月20日，一外地小游客在渝中区长滨路欣赏山水之城景
色。春节大假，重庆的大街小巷满是操外地口音的人。一位
外地游客表示，重庆的奇特之处在于“很立体”，这也是吸引他
的原因。 记者 雷太勇 摄

立体重庆 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