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机关青年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送金融知识下乡 助乡村振兴焕发新气象
邮储银行重庆分行

今年9月以来，为切实提升公众金融素
养，普及农村金融基础知识，助力乡村振兴走
深走实，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在人民银行重庆
营管部、重庆银保监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坚守
服务“三农”的定位，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围
绕2022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
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安
排，积极开展金融知识进乡村宣传工作，让金
融活水流向乡村各个角落，为乡村振兴注入
持久的动力源。

服务深入基层
金融知识直达田间地头

日前，为提升公众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帮助重点人群及特殊人群掌
握必要的金融知识和技能，维护金融市场和
谐稳定，邮储银行重庆城口县支行来到邮储
银行帮扶村治平乡新红村，为当地青少年开

展了金融知识宣讲和反假币反诈骗宣传，以
实际行动践行服务民生、服务群众的理念，致
力于让金融知识触达田间地头“最后一公
里”，助力和谐金融环境的建设。

近年来，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始终秉承“金
融为民”初心，积极保护人民群众特别是乡村

居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用实际行动守护金融
健康、护航幸福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该行还
充分依托“1+2+N普惠金融到村基地”建设，
在帮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获得高效、优质、低
成本的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同时，进一步提高
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实效。

不久前，邮储银行重庆云阳县支行就走
进云阳县人和街道中兴村“1+2+Ｎ普惠金融
到村基地”，召开了村民院坝会，开展送金融
知识进乡村活动。活动当天，为把金融知识
传递到乡村居民心里，将金融知识普及工
作做深、做细、做牢，支行工作人员深入乡
村，来到村民身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村
民们详细讲解了防范电信诈骗、防范非法
集资、反洗钱、反假币、金融信息安全等内
容，同时，对乡村振兴相关信贷产品和村民
们所关心的防银行卡盗刷、社会保障卡使
用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答。活动中，工
作人员向村民们发放宣传手册和宣传折页

近100份，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强化科技赋能
助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工作的扎实开展，也
为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夯实了牢固的
基础。近年来，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动“三农”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
和可得率，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和网络优势，重点围绕普通农户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据悉，邮储银行重庆分行依托互联网技
术，实现电子化、无纸化和批量化信息采集和
信用评定，深入推进信用建档评级授信工
作。截至目前，已采集评定信用村约4000
个，采集评定信用户近6万户。通过持续优
化评分模型，结合采集信用信息和各类大数
据信息，向信用户提供“线上信用户贷款”“E

捷贷”等信贷服务，实现“一次核定、随用随
贷、余额控制、循环支用、动态调整”。

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发展壮大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深化拓展‘十百千’工程”
产业发展战略，邮储银行重庆分行依托“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建设，以全市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针对柑橘
（柠檬）、榨菜、中药材等产业集群，支持粮食
稳产保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和保障
菜篮子产品供应。

“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是邮储银
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
在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保监局的指
导下，不断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水平，以
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理念，有效助力乡
村振兴。

李端
图片由邮储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邮储银行为黔江区濯水镇进行“信用镇”
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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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夜未央，阳戏已散场。
月华如水，剧终人去，独留生旦净丑

台前幕后收拾家当。
面具未摘、妆未卸，戏里叱咤风云、

运筹千里的角儿，已在惦记自家田里的
稻谷今年收成几何。

酉阳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铜鼓镇清泉
村，山环水抱。村如其名，即使今夏连晴
高温，也清泉汩汩从不缺水。妥妥的又
是一个丰收年。

可阳戏，却不复当年盛景。
“偶有人请，一年有个十几场，更多

的是县里几分钟的表演。”月明星稀，秋
风微凉，74岁的冷定祥轻拭旦角妆容，
不由忆及当年盛况——那可是一年有
100多场演出，一出剧两个多小时，一场
戏能连唱三天两夜的盛事。

临时阳戏班
化妆、穿上戏服、戴上面具，他

们从田间地头走上戏台

白露时节，天气转凉，雨水总在不经
意间光顾。

雨天，如今对于69岁的阳戏掌坛师
陈永霞来说，有些过于清闲。

“谷子收得差不多了，也没戏唱，就
闲着了。”院子里，陈永霞闲坐桂花树
下。桂花树年过半百，枝桠间又一次孕
育着花苞，“再下一场雨，这花就该香飘
十里了。”

阳戏，也曾“香飘十里”。
“哪家有个红白喜事，都要请我们去

唱一台，十里八乡都要赶来看戏。”在清
泉村，陈永霞的另一个身份，是面具阳戏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得益于
从小的耳濡目染，20多岁时他就接过了

阳戏传承的重担。
阳戏，又称脸壳戏、面具戏，因演出

时演员佩戴各种形式的木质面具而得
名，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至今，
阳戏依旧留存有剧目200余个。

冷定祥、石茂昌、陈永胜、冉井尧、杨
秀芹……陈永霞掌坛的戏班子，曾有70
余名成员。农忙时，他们扛起锄头，披上
蓑衣，辗转于农田山野，为了生计奔波不
停；农闲时，他们戴上面具，放下幕布，几
个人就是一台戏，唱出人间百转千回。

每当陈永霞召集，散落于田间的阳
戏人，就会放下手中的农活，迅速归队。

8月底，酉州古城里，陈永霞带着戏
班，受邀进行一场几分钟的阳戏展演。

“凡兵权你来演名将杨文广，杨金花
由冷林锴来，杨八妹……”演出时，冷定
祥成了陈永霞的左右手，拿出剧本翻到
《穆桂英挂帅》，迅速为剩下的演员分配
角色。

拿到角色的演员听令而去，化妆、穿
上戏服、戴上面具，他们从田间地头走上
戏台。

戏台一侧，四人组成一支伴奏乐队，
敲打声吸引着人们驻足观望。一张幕布
隔出台前幕后，斜戴木质脸壳的角色鱼
贯而出，高亢的唱腔穿透云雨。

“穆桂英53岁又出征，只因文广抢
帅印……”锣鼓声声唱词起，冷定祥掐着
声线来到台前，步调带动衣裙翩翩，一招
一式利落干练，把穆桂英的刚烈直爽演
活……

千年木面具
做工精良、表情生动的面具，都

是阳戏人一刀一刀雕刻而成，凝聚
着无数心血

午后，斜阳微醺。

陈家院子老屋，就着门外洒下的日
光，冷定祥戴上老花镜，一刀一锤细细雕
刻，白杨木上一张人脸已渐成型。

几个月前，冷定祥雕刻的全套32张
阳戏面具，被龚滩古镇以2.4万元的价
格买去收藏。

“阳戏面具，都是阳戏人一刀一刀手
工雕刻的，雕刻技艺代代传承。”冷定祥
身边，45岁的冉诗成细细聆听、仔细琢
磨。

身后，陈家院子老屋里，有一间房常
年落锁，也时常有人出入维护，阻挡时间
的啃噬，也阻止世人的遗忘。

在自家屋顶晾晒了谷子，寻得钥匙，
陈永霞推开房门，搬出两个箱子。

锁开箱启，全套32张做工精良、表
情生动的木质面具，浓缩着千年技艺，代
代相传，在阳光下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箱子底部，陈永霞翻出一张猴子面
具，端详许久。

“从记事起就有这张面具，（它）比我
们任何一个人年纪都要大。”木质面具，
经年累月总有损毁，可陈永霞手里的这
张猴子面具，据说已传承千年。

和所有阳戏面具一样，猴子面具由
清泉村常见的白杨木制成，制作技艺同
样传承千年。

“新鲜白杨树，砍树锯段，反复入水
浸泡和晾干，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摩
挲着一张张精美的面具，陈永霞娓娓道
来，“然后选取不开裂、无虫蛀的白杨木，
开始雕刻……”

面具雕刻，并不轻松，熟练如陈永霞
和冷定祥，也须小心翼翼，“特别是眼睛，
一刀不对，就全废了。”

全套32张面具，雕刻一张一般耗时
6至7天。

“那还是地里的活路都不做，安安心

心才能雕出来。”年过七旬，冷定祥戏称
自己已从田里“退休”，可以专心雕刻面
具，可年岁渐长，眼睛、手脚已日渐不听
使唤。

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生、旦、净、
丑四种角色任意切换的陈永霞，也是雕
刻阳戏面具的能工巧匠，可陈永霞也已
近古稀之年。

还有年过八旬的石茂昌、陈永胜、冉
井尧，68岁的杨秀芹……岁月将青丝染
成秋霜，也将阳戏的盛世尘封。

冷落与坚持
“完整、准确地把祖辈传授的

技艺，毫无保留地教给想学的人”

不知从何时起，阳戏不再是当地群众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红白喜事的
热闹，更多由现代的演艺团队充实。

“一年演不到几场，一场百多块钱。”
年逾不惑的冉诗成，是戏班里为数不多
的“年轻人”，“打小跟着戏班走村入户、
挑担帮忙，对阳戏还是喜欢。”

可更多的年轻人，在生计面前选择
了“摘掉面具”。

清泉村的阳戏人，平均年龄超过了
65岁，年纪最大的已有80多岁。

阳戏何去何从？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完整、准

确地把祖辈传授的技艺，毫无保留地教
给想学的人，而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力仍
是最好的老师。”如今，陈永霞、冷定祥
20岁出头的孙子陈维志、冷春林，是阳
戏最年轻的学徒。

清泉村的戏班子总是寻找一切机会
展示阳戏，哪怕只是几分钟的一次亮相。

一场又一场的展演，他们钟爱的阳
戏开始受到外界关注。

2007年，酉阳面具阳戏成功跻身首
批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5年，冷定祥代表戏班子首次进
京参演阳戏剧目《平叛招亲》，把旦角唱
到了北京，并获得“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
戏剧汇演”优秀表演奖。

“我们收集了面具阳戏所有的堂班
资料，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要
求进行整理、归档，建立了数据库，在此
基础上邀请专家、学者参加面具阳戏论
坛，对其进行研究。”酉阳县文化馆馆长
陈永胜介绍，2021年，《酉阳土家面具阳
戏》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传统戏剧
类，正式成为“国宝”。

“穆桂英53岁又出征，只因文广抢
帅印……”乌江畔，龚滩古镇西秦会馆，
阳戏已成为驻场演出节目。

忙时，辗转于农田山野，为了生计奔波不停 闲时，几个人一台阳戏，唱出人间百转千回

清泉村一群农民的“面具人生”
□本报记者 崔曜

无论是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
群众脱贫增收，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还是立足本职岗位，推动出租车
行业全体驾驶员接种新冠疫苗、调解
网约车行业纠纷……市道路运输事
务中心出租汽车处一级主任科员王
毅，在工作中总是挑“最难啃的骨
头”。

“荣誉属于集体，我将继续攻坚
克难，完成组织交予的一切任务。”9
月16日，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称号的王毅说。

2017年9月，王毅主动申请到
酉阳县车田乡黄坝村担任第一书
记。“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非常了解农
民的不易，想竭尽全力帮助他们。”王
毅表示，他在机关干的时间比较长，
一直想去基层锻炼一番。

驻村4年期间，王毅围绕完善产
业基础设施、构建产业载体等工作重
点，初步探索出了符合当地实际的特
色农业发展路径，大力发展村集体经
济。

黄坝村先后建成油茶基地1500
亩、经果林600亩、中药材基地300
亩，发展实体企业 2家，还建成了
500头规模的生猪养殖场。

“农民不仅能拿到土地租金，有
产业效益分红，在产业基地务工也有
收入。”王毅介绍，通过发展特色农
业，当地大批村民实现了大幅增收。

“这里我要感谢‘娘家人’，市交
通局等部门给予了黄坝村大力支

持。”王毅说，黄坝村山高沟深，脱贫
之前全村仅有一条硬化公路，其他道
路全是“泥巴路”。

4年时间里，得益于市交通局等
部门给予的支持，黄坝村建成了7条
共计33公里的通畅公路，还发展起
了农村客运，修建了农村客运招呼站
20个。

在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支持下，
该村还建成了车田乡农村综合客运
站，为后期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21年5月，王毅回到市道路
运输事务中心，从事任务重、困难大、
矛盾多的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为推动出租车司机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保障乘客和驾驶员的健康，
王毅与同事一道缜密制定出租汽车
行业从业人员疫苗接种方案，督促
指导企业有序开展驾驶员疫苗接
种。

王毅每日跟踪统计接种情况，分
析研判问题，确保工作落实。

截至目前，我市出租车行业没有
发生一起从业人员感染病例。

网约车行业竞争激烈，驾驶员和
车辆出租方之间频繁出现合同纠
纷。为协调、化解矛盾，王毅耐心向
各方宣传政策、讲明责任，寻求利益
调和的平衡点，成功化解多起纠纷，
最大限度满足了各方的合理诉求。

因为工作业绩出色，王毅先后荣
获“重庆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重庆
市担当作为好干部”等荣誉。8月30
日，王毅又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称号。

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出租汽车处一级主任科员王毅——

在工作中他总挑“最难啃的骨头”

□本报记者 何春阳 实习生 唐靖岚

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成为拉动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强劲引擎。

说起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
家战略，市发展改革委团委书记、国
民经济综合处副处长杨馨宁感慨万
千，因为她算得上是众多“幕后推手”
之一。

2015年，杨馨宁进入市发改委，
医学专业毕业的她对经济工作并不
熟悉。“刚来的时候，尽管同事们愿意
主动帮助我，但我的内心依然忐忑，
担心在经济领域不够熟悉，无法迅速
进入工作状态。”

为了跟上节奏，她拿出了读书时
彻夜苦读的劲儿，勤学经济政策，并
且每半个月就读完一本经济社会类
书籍，每个月的阅读量达数十万字。
在学习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又主动申
请参加专项工作，尽可能多参加“实
战”，磨练自己的业务能力。

经过长期的学干相长，她不仅对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运行情况有了深
入了解，对经济运行趋势也有了自己
的专业见解和分析路数。

“当时陆海新通道还没上升为国
家战略，没有形成一套共识的规则制
度。这不利于重庆、中西部地区的发
展。我们必须争取国家支持，推动从
国家层面进行统一部署和安排。”回
忆起最初的想法，杨馨宁这样说道。

为了推动陆海新通道上升成为
国家战略，杨馨宁和同事们做足了功
课。

“从2018年8月到次年全国两
会前这段时间，我们查阅了50万字
以上的资料，也实地调研了广西北部
港、海南洋浦港、甘肃（兰州）国际物
流港、昆明南亚国际路港等多个枢纽
项目建设情况，收集汇总信息，分析
相关数据。这些地方的做法和经验，
对陆海新通道的谋划起到了借鉴作
用。”杨馨宁说，在此基础上，她和同
事们耗时一个半月形成了5万多字
的调研报告。

“从研究这个问题到形成建议，
我们花了半年以上的时间。”2019年
3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上，重庆代表团提交了一份由杨馨
宁作为主要执笔者代拟的全团建
议——《关于将“陆海新通道”明确
为国家战略性项目的建议》。

5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印发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着
陆海新通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工
作期间，杨馨宁共起草了17份全市
重大紧急政策文件，撰写文稿400万
字，荣获中央领导批示两次，多次获
得市领导肯定性批示。

“从对经济工作所知不多到心中
有数，我的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内
心却很充实和笃定。当看到一篇篇
决策建议转化为全市战略，觉得一切
都值了。”杨馨宁说，她的个人成长轨
迹和重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紧密
相关。“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我们
应当成为最奋勇争先的那朵后浪，助
推重庆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向前推
进。”

市发展改革委团委书记、国民经济综合处副处长杨馨宁——

参与政策文件起草 撰稿4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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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戏又称脸壳戏、面具

戏，因演出时演员佩戴各种形式

的木质面具而得名，距今已有

3000多年历史

■清泉村的阳戏人平均年

龄超过65岁。更多的年轻人，

在生计面前选择了“摘掉面具”

■他们总是寻找一切机会

展示阳戏，哪怕只是几分钟的一

次亮相……2021年，面具阳戏正

式成为“国宝”

9月17日，南川金佛山上，笋农将当
天采收的方竹笋背下山。

金佛山上生长着 23 万亩方竹笋。
这种竹笋质嫩肉厚、色美味鲜，年产量约
2万吨，销售收入近3亿元。

因为干旱，今年的方竹笋采收比往
年晚了 10 多天。当地笋农每人每天能
采笋6000多根，40多天的采笋季里，人
均收入最高可达1万元。

特约摄影 瞿明斌/视觉重庆

金佛山方竹笋
迎来采收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