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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票方式
市民投票采取报纸、短信、电话、微

信、手机客户端五种方式。各类投票方
式每次均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选方
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二、投票时间
报纸投票为 2021 年 11 月 9 日

9∶00至11月13日17∶00（以寄出邮戳
时间为准）。其他投票方式为2021年
11月9日9∶00至11月 15日17∶00。

三、投票细则
（一）报纸投票
1. 2021年11月9日、10日、11日，

重庆日报、重庆晨报、三峡都市报、巴渝
都市报、武陵都市报以及各区县党委主
办报纸连续3天刊登选票。报纸选票复
印无效。

2. 报纸选票寄送地址：请通过中国
邮政寄至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

“富民兴渝贡献奖”评委会办公室（市委
宣传部内），邮政编码：400015。

（二）短信投票
1. 2021年11月9日9∶00至11月

15 日 17∶00，移 动 用 户 发 送 短 信
“FMXY”到10086，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FMXY”到10010，用户收到短信，点
击短信链接参与投票。

2. 每次均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
选方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
票。

3. 投票期间每个号码每天限投1
票；用户投票不额外收取投票信息费，
短信发送过程中产生费用按照运营商
正常资费标准收取。

（三）电话投票
1. 2021年11月9日9∶00至11月

15日17∶00，电信座机、电信手机用户
均可拨打966114投票热线参与投票，
按照系统提示音进行操作。当系统提
示输入候选人编号的时候，按键输入10
位候选人的编号即可。候选人编号之
间用“*”号隔开，编号输入完成之后按

“#”号确认。例如：当您为编号分别为
01，02，03，04，05，06，07，08，09，10等
10位候选人投票时，应当按键输入“01*
02*03*04*05*06*07*08*09*10#”。

2. 每次均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
选方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
票。

3. 投票期间每个号码每天限投1
票；用户投票不额外收取投票信息费，
拨打过程中产生通话费按照运营商正
常资费标准收取。

（四）微信投票
1. 2021年11月9日至11月15日，

可关注“重庆日报”“重庆晨报”“华龙
网”“重庆发布”公众微信号，进入任一
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单上的“富民兴
渝”或者回复“富民兴渝”参与投票。

2. 每个微信号每天可通过“重庆日
报”“重庆晨报”“华龙网”“重庆发布”任
一公众号进行投票。每个微信号一天
仅可投一次。

3. 用户在微信平台投票时，除产生
必要的流量费用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费
用。

（五）手机客户端投票
1. 在手机上下载安装“上游新闻”

和“新重庆”客户端。IOS苹果系统在
App Store上搜索“上游新闻”和“新重
庆”下载安装；安卓系统在应用宝、百

度、安智等应用中，搜索“上游新闻”和
“新重庆”客户端下载安装。

2. 2021年11月9日至11月15日，
打开“上游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下角的

“活动”进入活动，参与投票；打开“新重
庆”客户端，点击首页图片“富民兴渝”
活动链接，参与投票。

3. 每个手机设备每天可分别通过
“上游新闻”和“新重庆”客户端参与投
票。每个客户端一天仅可投一次。

4. 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流量费用
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四、投票权重
在市民投票中，各种投票方式均按

照有效一票计算为一票的办法进行统
计。

五、注意事项
公示投票期间，评委会办公室将实

时公布微信和手机客户端投票数据（受
网络影响，会出现短暂延时）。投票过
程中发现刷票或数据异常行为，评委会
办公室将取消所得票数，情节严重者将
对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投 票 咨 询 电 话 ：63897043，
63897140。

监 督 投 诉 电 话 ：63897043，
6389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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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投票须知 （以姓氏笔画为序）
投票代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投票人姓名（必填）

身份证号码（必填）

姓 名
王玉祥

王满昌

毛 青

巩书凯

张 力

张 炎

李 虹

陈翰新

周斌全

庞茂琨

投票代码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联系电话（必填）

姓 名
林其鑫

罗 莉

唐文革

郭 茂

梅 玫

谌利军

游洪涛

蒋仁生

蒋兴良

熊尚兵

备注

请在投票框中填

写选中人选的代码，

一格一码。

投票框：

1.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选方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2.一个有效身份证仅限投一票，多投无效。
3.投票人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为必填项，未填视为无效选票。
4.请将选票沿边框完整剪下，邮寄至：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富

民兴渝贡献奖”评委会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内），邮政编码：400015。
5.报纸选票投票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13日17:00（以寄出邮戳时间为准）。

请
沿
此
虚
线
剪
下
邮
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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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莎

当父母生命的重担压在脊背，你是驼背
倒下还是负重而歌？很明显，她选择了后
者。11月5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
式在北京举行，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涪陵区
税务局老干部科二级主办徐玲玲荣获全国道
德模范荣誉称号。

一下班就往医院赶，是徐玲玲的常态。
从单位到医院，徐玲玲和儿子几乎要穿越半
座城市。自从今年4月母亲摔伤住院，再加
上常年住在医院的父亲，徐玲玲一家到医院
的次数就像回家一样。

时间回到1971年，1岁的徐玲玲被养父
母收养，组成了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从来到这个家庭的第一天起，她就被养父母

捧在手心疼爱、呵护。1998年，28岁的徐玲
玲遭遇家庭变故，养父中风瘫痪了。从小备
受父母宠爱的“独生女”一夜长大，与体弱的
养母共同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担。

为了让父亲在瘫痪“黄金恢复期”重新站
起来，徐玲玲多方打听，几乎每个周末都和丈
夫带着父亲到外地辗转求医。同时，她还自
学了很多护理知识，推拿按摩、清洗理疗、理
发修甲等。

寒冬，父亲大小便频繁失禁，她洗了又
换，换了又洗，总会记得给父亲灌上暖水袋；
深夜，父亲积痰咳嗽，她不眠不休，一次次给
父亲拍背、一点点给父亲喂水，直到父亲有了
微微鼾声入睡，她才小心翼翼俯在床边打个
盹；多少次父亲心血管疾病突发送医，她挂号
送检、忙前忙后，一奔波就是一宿……

尽管四处求医，但父亲没能重新站起来，
这个现实让一向坚强的老人灰心了。有一
次，徐玲玲给父亲买了新衣服，父亲却说：“我
已经是活不了几天的人了，没必要再买新衣
服咯。”那一刻，徐玲玲才惊觉，父亲需要有尊
严地活着，他的日常照料固然重要，提高他的

生活质量、找回生活的信心更是重中之重。
徐玲玲更加用心地维持父亲的卫生情

况，让他每天都保持干净清爽。她鼓励父亲
自力更生，用还能活动的左手叠被、刷牙、吃
饭、写字、如厕。她还手把手地教父亲使用
遥控器、手机和电脑，让父亲足不出户便可浏
览天下事，让他的老年生活有质有量，有滋
有味。

徐玲玲8000多个日夜的操劳、殚精竭
虑，成就了主治医生口中的“奇迹”：真不敢相
信一个高龄重度瘫痪病人患病23年依然活
着，徐玲玲的父亲是我见过年龄最大、体征最
优、精气神最好的卧床病人。

打击接踵而来。2011年至今，徐玲玲的
母亲也先后经历了双目失明、腰椎粉碎性骨
折、脑供血不足并发症等十余次住院治疗。
在母亲住院期间，她除了正常处理工作，每天
中午和晚上还要赶到医院照顾母亲。

最近几年，徐玲玲的母亲又罹患阿尔茨
海默症，记忆力衰退严重。“我像照顾小孩一
样照顾她，就像小时候她照顾我一样。”为延
缓母亲记忆力的衰退速度，徐玲玲会让母亲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保持身体和大脑
灵活。她把微波炉、电饭煲等的详细使用步
骤写在纸条上，贴在按钮旁，让妈妈每天去尝
试蒸饭和热饭。她也会在安顿好父亲之后，
带着母亲参加夕阳红旅游团，陪着母亲到周
边区县、韶山、新疆、香港、澳门去游览，让老
人在山水间开阔眼界，给生活留一些美好的
记忆。

夜以继日的“连轴转”，徐玲玲在照顾老
人和实现自我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点。她在
本职岗位表现出色，获评全区纳税服务能手
1次、税收征管能手2次，用两年时间同时考
取了中级会计师和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证
书。她用碎片化时间学习书法、游泳、古典
舞、电子琴和古筝，2009年成为重庆市书法
协会会员，其作品也多次获奖入展。

在徐玲玲的言传身教下，她的儿子儿媳
也主动照顾外公外婆，让两位耄耋老人晚年
生活舒心愉快，是他们一家人的共同愿望。

23年，8400个日日夜夜。今年51岁的
徐玲玲，已花去生命中近一半的时间日夜悉
心照顾两位老人，以拳拳之心报养育之恩。

全国道德模范徐玲玲以拳拳之心报养育之恩

8400多个日夜悉心照顾患病养父母
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肖秋
灵）11月9日，是全国第30个“消防安全宣传
日”，我市各级消防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宣传消
防安全知识，提醒广大群众防范火灾风险。

当天，为落实消防责任、防范安全风险，
增强全民重视消防、全民参与消防意识，中共
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发出倡
议，号召市民做消防安全环境的维护者、消防
安全行动的践行者和消防安全知识的宣传
者。

2021年度重庆市“119”线上消防安全宣
传月也于当天启动，围绕“落实消防责任、防
范安全风险”这一主题，重庆各地将陆续开展
系列线上宣传活动。

重庆多种方式宣传
消防安全知识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1月 8日，奉节县公安局
鹤峰派出所民警袁华押解一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指
认现场时，遭遇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年仅
28岁。

当天，奉节县公安局鹤峰派出所破获一起入室盗窃
案，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下午18时20分许，派出所民警
袁华和同事押解犯罪嫌疑人到鹤峰乡长连村指认作案现
场，在国道G242长凼隧道口路边拍照取证犯罪嫌疑人
逃跑路线时，被后侧驶来的越野车撞伤倒地。经送奉节
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殉职。

袁华，男，汉族，重庆市长寿区人，1993年 1月出
生，2017年7月毕业于重庆警察学院，同年8月参加公
安工作，二级警司警衔，四级警长。入警4年，袁华在鹤
峰派出所从事案件侦办、交通管理等工作，多次受到
表彰。

押解嫌疑人指认现场时遇车祸

奉节90后民警袁华殉职

《解码智能时代2021》书摘

□本报记者 罗芸

“‘和事堂’调解矛盾纠纷，那是老黄历
了。”10月29日，在说起村里有名的“和事堂”
时，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镇兴隆坳村
资深“和事佬”肖汉文摆摆手，“要不，我给你
讲讲这几年‘和事堂’的新故事。”

10月初，兴隆坳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村里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兴
隆坳出名，得益于基层治理品牌“和事堂”；能
入选，靠的是“老品牌”做出了“新文章”。

专治“疑难杂症”

兴隆坳位于渝黔交界处，是一个由4个
村合并而成、有8个大姓、3700余村民的大
村。原来五六名村干部，既要组织修路、发展
特色种养业，又要面对几乎天天都有的“家长
里短”，力不从心。

10年前，退休干部陈武和主动邀请退休
干部或在村里有威望的彭金贵、杨秀全、刘仕
燧等人，成立起义务调解队伍，想帮村里排忧
解难。

没想到，这支队伍很快遭遇“下马威”。
成立之初，在协调两个村民宅基地纠纷时，上
门调解的队伍被当事人讽刺为“和事佬”，只
能“和稀泥”。

当时上门的调解人之一、年过七旬的刘
仕燧没有气恼。回去后，他和调解队伍其他

人一合计，决心把“和”作为队伍工作切入点，
成立“和事堂”，力争在村里名正言顺地当好

“和事佬”。
随后，在村党委领导下，“和事堂”不断出

击。第一年，和事堂就解决了十几起“疑难杂
症”，包括两家村民“闹”了十几年的承包地所
有权纠纷、被称为“清官也难断”的婆媳矛盾、
邻里之间的口角等。

几年下来，“和事佬”们公平公正地解决
了50多起“疑难杂症”。当事人口服心服，并
对解决方案签字认可，实现了矛盾纠纷“小不
出组，大不出村”。

从此，“和事佬”在村里不再是贬义词，而
是处事公平正派、有权威的代称。

带头“吃螃蟹”

随着村里陈年矛盾纠纷的不断消化，“和
事堂”成立两三年后，“业务量”大幅下降，有
时一年只有一起。

这时，新的矛盾又考验着兴隆坳。
一家农业企业看好兴隆坳，准备规模种

植猕猴桃，前提是将土地田埂推掉，让零碎的

土地“变大”，以便规模化管理。但推掉田埂
会打破村民世代耕种的土地界线，大家担心
到时自己的土地会没了着落。

就在业主和村民僵持不下的时候，“和事
佬”肖汉文站出来，将自己家的5亩地交给了
业主，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田埂
不在了，但手里有土地证，土地承包权还是我
们自己的！”肖汉文给大家作思想工作。

看到肖汉文都不担心，其他村民开始跟
进。土地流转后，村民很快尝到甜头：每亩土
地能得到400元至500元的租金，在基地务
工每天还有几十元收入。

现在，村里已引进了22家农业企业，全
村85%左右的土地都流转给农业企业规模化
发展。在此基础上，秀山现代农业园区落户
兴隆坳。去年，该农业园区还获批为国家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宣传“大喇叭”

2019年，农业产业发展生机勃勃的兴隆
坳，又成为秀山首批垃圾分类试点村。

“生活几十年，垃圾随手扔惯了，所以垃

圾分类刚开始宣传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多此
一举。”村民龙怀志说。

“和事佬”刘永英对大家关于垃圾分类的
想法进行了解，发现家庭妇女是垃圾分类的
主力。于是她和“和事堂”的成员一起商量，
决定一方面把垃圾分类知识设计进坝坝舞
里，让大家在每天的跳舞健身中接受“能卖钱
的放一边，不能卖钱的放另一边”的垃圾分类
思想；另一方面，成立村级“积分超市”，村民
卖毛铁、塑料瓶等可回收垃圾时，不仅有收
入，还能积分换生活用品。

“‘和事佬’就是村里的宣传‘大喇叭’。”村
民杨凤英笑着说，自己慢慢接受了垃圾分类思
想，现在家里响应号召设了3个垃圾桶。与此
同时，家里厨余垃圾倒进村里的易腐垃圾池发
酵，到时又能作为油菜地、红薯地肥料。

现在，兴隆坳村的垃圾转运量较以前垃
圾分类前减少了40%，并成为全市垃圾分类
示范点。

“现在‘和事佬’和稀泥的机会确实少
了。但随着时代发展，他们成了乡村振兴中
的‘成事佬’！”村支部副书记刘永明说。

“老品牌”做出“新文章”“和事佬”变“成事佬”
秀山兴隆坳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重庆：加快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2021：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

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内陆国际
物流枢纽，重庆，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迎接着新时代的机
遇和挑战。在智慧城市的规划中，智能制造一直是关键
点。各大本土制造企业，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智能制造
浪潮中闪亮登场。

宗申集团是重庆摩托制造领域的龙头，也是智能
化改造先锋，在 2020 线上智博会“智慧重镇”展馆，忽
米网把“宗申 1011 智能生产线”的迷你版搬到了现场，
让全球观众可以看到网为核心，一边改造着自身的生
产工厂，一边帮助产业链上的其他制造商进行智能化
生产。

长安汽车就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一方面联合重庆
联通，打造基于“5G+工业互联网”的协同智造工厂，一方
面构建全球网络协同设计和制造体系，贯通产业链、价值
链、资源链等上万家企业，由下而上，由内而外进行智能
化升级。在长安智造工厂里，人、机、料、法、环全生产要
素都通过5G连接，对工厂车间内生产运行状态实时监
控，实时管理人员、设备、产能、能耗、物流等信息，实现工
厂透明化管理和无人化生产。

2020年10月，吉利工业互联网全球总部正式落地重
庆。以吉利三十五年制造业经验与资源为依托，吉利工
业互联网平台具备强制造底蕴、多应用场景、全覆盖领域
三大核心竞争力，以跨行业、跨领域、多场景的解决方案
为产业转型提供平台级服务。

从“制造重镇”到“智造重镇”，重庆开启转型进程
尚不足十年。整个过程思路清晰、毫不迟疑，从物联
网基地到大数据中心，从数据交互到政务上云，从名企
落地到万物生长，用最短的时间，成为中国智能产业新
高地。

智慧酒店：既是科技校场，也是人情世故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2021：来自未来的数智图谱》)

对酒店来说，具备感知、传送和控制能力只是“智慧
酒店1.0版本”。那么，“智慧酒店2.0版本”又将具备哪些
技术特点和应用场景呢？

一是智能化应用将不断连接，场景将不断丰富。未
来，智慧酒店各应用之间的关联度会越来越高，比如床垫
与空调、楼宇灯光与日光监测、机器人与外卖服务等原来
毫不相干的系统都可以实现智能连接，智慧系统出现全
场景覆盖。

二是智慧系统具备自我学习和抽象能力，并形成正
向反馈机制。比如住客通过语音下达指令时，系统将住
客的语音导入口音识别库，在下一次见面时，欢迎语将自
动切换成住客的家乡话，真正做到宾至如归。这些能力
是智慧系统深度学习且正向反馈的表现。

三是人工干预的要求越来越低。传感器感知了住客
的需求信息和行为特征后，再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形成
行为的管控系统，系统对人的依赖性显著降低，而控制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加。

四是安全和隐私成为智能化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比如，智慧系统本身的误报、内部人员行为失检
造成的系统误控、外部入侵导致数据失窃以及智能产
品和智慧系统带来的住客隐私泄露，都是不容忽视的
问题。

无论是客户端还是管理端，智慧酒店2.0版本都需要
具备更高维度的智慧，其数据处理能力更强，机器学习能
力更高，无线控制精度更高，不仅能让住客获得更智慧的
科技服务，还能对酒店管理进行变革式创新。

▶11月9日，永川区消防救援支队推出
线上直播讲知识——“云游”消防活动，让广
大群众足不出户探索消防奥秘，学习消防安
全知识。特约摄影 陈仕川/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