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心过新年

▲

1月24日，万州天生城文旅街区，
打卡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

1月24日，长寿湖，游客们正结伴
体验过“浪漫鹊桥”，高高兴兴欢度春节
假期。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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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1月24日上午，渝中区洪崖洞景
区内外红灯笼高挂，人山人海。金牌导
游志愿者管延龙，身着深色大衣、身披
红色绶带，在观景平台十分醒目。

“怎样能看到洪崖洞全貌？”游客问
管延龙。

“我推荐三种方式，游轮、滨江路、
江对岸，我说给您听，选择最适合你们
的……”

“请问到解放碑怎么走？”又有游客
找到管延龙。

“您从这条斑马线过马路，穿过两
江四季酒店旁边的小巷子，直走，再过
一条马路就到解放碑了。”见游客歪着
头若有所思，管延龙笑着告诉他，实在
找不到，自己可以陪他去。

服务间隙，管延龙告诉记者，自
2019年开始，236位金牌导游组成的
志愿者队伍就在渝中区各个景区提供
咨询解答、客流疏导、安全提示、文明引
导等志愿服务。“我从大年三十到初六
都在洪崖洞服务。”

接近下午1点，一家说普通话的外
地游客询问管延龙在哪里买景区门
票。见这一家五口中有老有小，还有一
位坐轮椅的老人，管延龙延后午饭时
间，主动为他们做景区导览。

“洪崖洞景区是免费游览，不要门
票。除了美丽的夜景，还有洪崖八景，
包括洪崖滴翠、、吊脚群楼……”在观景
台，管延龙详细为老人小孩讲解洪崖洞

“一态、三绝、四街、八景”。
引导老人乘坐无障碍电梯进入景

区后，管延龙不时讲解，还客串摄影师，
留下这家子幸福美满的样子。

“重庆志愿者的贴心服务，让我感
受到了重庆温度。”半个小时后告别时，
外地游客说。

1点半，管延龙吃上了盒饭。他说，今
年春节明显感受到旅游升温，游客几乎是
2018年、2019年的流量。“游客认可就是
最好的节日祝福，我是忙并快乐着。”

来自渝中区文旅委的数据，春节前
三天渝中区累计接待游客269.2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 197.3 万人次增长
36.4%。

金牌导游志愿者：

贴心服务让人感受重庆温度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1月24日，大年初三。
上午9点半，沙坪坝区的兴隆场

车站团结村站（下称团结村站）下着
小雨，周边很安静。

站内却是另一种氛围——不断
有列车呼啸而过，时不时的“鸣笛”让
团结村站很“热闹”，也很忙碌。

春节期间，重庆大部分开放通道
都保持稳定运行。团结村站是西部
陆海新通道最重要的始发站点，自然
保持“工作状态”。

“我们的一线人员，没有‘春节’
这个概念，全年的工作模式都一样。”

团结村站副站长毛俊彦介绍，一线员
工都是采取倒班制，不分节日与否，
特别是最重要的“信号楼运转室”。

毛俊彦带着记者来到信号楼运
转室。这是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
间，紧挨着团结村站的铁轨。房间里
放着一张近3米的长桌，桌上摆着8
块大屏幕、1块小屏幕，分别显示着
站内的铁轨、列车等信息。

这个房间可以比作团结村站的
“大脑”，它要监测整个站内的所有情
况，再根据实时信息，给列车司机、调
度作业员、连接员等各环节发送指
令。

毛俊彦介绍，“大脑”24小时不

间断运行，每天按照8点到18点、18
点到2点、2点到8点这三个时间段
来排班，每个班配有两个人，一位车
站值班员、一位内勤助理值班员。除
了上厕所，他们都必须在房间里，时
刻盯着屏幕，哪怕吃饭也是。

“他们工作时，要做到‘眼睛看’、
‘手比划’、‘口呼叫’三个方面。”毛俊
彦说，因为要及时接收各环节的信息
并发布指令，两位值班员不仅要做到
工作细致，更要时刻保持“紧绷”状
态。

两个人能有多忙呢？毛俊彦介
绍说，每天运转室要接收180多趟列
车的信息，通过对讲机进行3000次

以上的对话。平均下来，每组每天要
进行对话1000次以上。

采访期间，记者数次向值班员邓
健询问问题，但每次都被对讲机中传
来的讯息打断。“不好意思，确实有点
忙，只有麻烦你采访毛站长了。”邓健
略带歉意地说了一句，然后继续工
作。

据了解，春节期间，团结村站的
64名一线员工尽数在岗，共分为4
组，保障节假日期间西部陆海新通
道等重庆开放大通道的开行。在他
们的坚守下，今年春节，重庆将发运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50
余班。

团结村站64名一线员工尽数在岗保障通道运行——

西部陆海新通道春节发运超过50班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杨永芹

新春佳节，重庆日报记者走访我
市部分重点工程发现，不少工地仍是
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工人们坚守
岗位，用行动诠释着劳动的光荣，为
赢得“开门红”而奋战。

T3A航站楼改造项目
工人加班加点忙建设，

吃饭休息均在机坪内

1月24日早上7点刚过，中建八
局的施工人员周启春顶着寒风，来到
江北国际机场T3A航站楼改造项目
（简称“T3A航站楼改造项目”）工地
上，发动起挖掘机。他当天的主要任
务，是在机坪内进行施工屋基础的土
石方作业。

“在机场开挖机，就像用重武器
干绣花针的活，破天荒头一回！”周启
春说，工地旁边都是来来往往的飞
机，对现场作业的安全管理要求非常
高。施工时破碎头上盖着苫布浇水

湿润，防止碎石飞溅；破碎时还专门
安排两人看护，避免起灰，随时降尘；
还设有2.5米高的施工围挡，保证飞
机安全运行。

记者了解到，T3A航站楼改造
项目影响区域约25万平方米，占现
有航站楼建筑面积的一半。改造工
程施工期间，航站楼均保持正常运
行，使得该项目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

在运营航站楼改造项目。
中建八局T3A航站楼改造项目

负责人邹明龙介绍，春节期间项目部
安排40余名加班人员，每天的工作
时间为上午8点至11点半、下午1点
至5点。期间，大家都在机坪中施
工，饮食及休息均在机坪内。

T3A航站楼改造项目去年10
月开工，现已完成地下部分的土建和

安装工作，地上部分完成了在机坪中
的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施工人员
将全力攻坚后续施工最为关键的防
护性工程——施工屋，也就是将整个
捷运站台包裹起来进行全封闭施工
的临时防护设施。

据介绍，江北国际机场T3B航
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有望2024年全
面建成投用，届时市民乘坐飞机出行
将更加方便快捷。

江跳线过江段项目
建设者江边忙碌，投入

轨道桥南主塔施工

1月24日早上8点，徐小波来到
江津区东城家园旁江边的工地，开始
桩基施工作业。

上月底，市郊铁路跳磴至江津
线（圣泉寺至鼎山段）过江段项目
（简称“江跳线过江段”）正式开工。
为了争取长江汛期来临前完成轨道
专用桥南主塔下部结构施工，春节
期间中建六局承建的江跳线过江段
项目有近20名管理人员和建筑工
人在岗。他们每天要从上午8点忙
到12点，再从下午1点半工作到下
午6点。

（下转2版）

奋战“开门红”重点工程建设春节“不打烊”

渝湘高铁灯光村特大桥春节期间加紧施工。 （中铁十七局供图）

□本报记者 栗园园

1月21日，大年三十。距离重庆
1600余公里的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九所镇，天空湛蓝、云朵洁白，最高气温
达到27℃，正是玉米生长的最佳温度。

早上9点，市农科院玉米所所长杨
华如往常一样，身穿蓝色大褂，手拿回
形针、授粉袋、剪刀和记录本，准时出现
在科研基地。

随着光照增强、温度上升，晚上处
于“休眠”期的花朵要再次开放，杨华不
敢有丝毫耽误，手脚麻利地开始给花朵
套袋，并一一用回形针固定，避免花开
后花粉四处飘散。

“等会花开了，我们要把粉抖到袋
子里，然后授到杂交目标植株的花丝
上，再套上袋子用回形针固定。”对于这
些不断重复的工作，杨华几乎一分钟就
能完成一次授粉动作。他说：“这是第
三批种下的育种材料，春节期间要把粉
全部授完，节后第一批就要收获了。”

自从事玉米育种工作以来，杨华和
团队的科研人员每年在重庆、云南、海
南来回奔忙，实现了一年种3季玉米，
被称为“追太阳的人”。

“一个杂交组合要成为一个品种，
要种10季。我们这样做，就能把育种
进程从10年缩短到三至五年。”杨华
说，南繁育种开展30年来，在海南过年
对他来说已成常态。

多年留在海南过年，杨华也从中
找到了许多乐趣。此时的海南，汇聚
了全国各地的玉米育种专家，闲暇时
间大家聚一聚，交流最新的科研发现、
进展、方向，也让杨华感觉很有收获。

“聊到谁发现了一个好材料，我们就直
接把花粉取回来杂交授粉了，多好！”
杨华笑着说。

更让杨华感到欣慰的是，通过几十
年的努力，南繁基地的玉米育种材料明
显比以前长得更“乖”了：植株整齐，穗
粒更大、更饱满。“今年我们选育的耐高
温杂交组合，能在35℃的持续高温下
实现不减产，而在以前，30℃的高温都
是受不住的。”杨华自豪地说。

杨华说，在市级相关部门支持下，
这些年基地住宿条件、灌溉设施等都有
了很大改善。“未来还要启动‘数字南繁
基地’建设，增添水肥一体化设备、自动
化数据采集设备等，我们的育种将变得
更科学、精准！”

“追太阳”的南繁“候鸟”：

守着玉米基地过大年

□本报记者 崔曜

1月22日下午3点，在璧山区大兴
镇符家村，璧山供电公司输电运维班工
人郑杭和刘亮正在对110千伏莱秀东
线和西线进行检查巡视。

“这条电力线路是璧山区主要供电
线路之一，保障近4万户居民用电稳
定。”郑杭告诉记者。

受寒潮天气影响，气温只有5℃左
右。来到一座铁塔前，两人按照作业标
准流程对杆塔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检
查。郑杭拿出望远镜，观察金具有无缺
陷，绝缘子串有无破损和放电痕迹。

“我们不仅要检查电力设备本身，
还要查看周围环境是否存在安全隐
患。”郑杭告诉记者，例如周围施工、放
鞭炮等都有可能对设备造成影响。

收起望远镜，郑杭和刘亮靠近铁塔
底部的水泥墩子，检查是否有开裂变
形。“最近气候比较恶劣，前几天山上还
降雪了，有可能造成墩子变形，这个无
人机很难看到，必须通过肉眼观察。”

随后，郑杭操作无人机升空，刘亮

在手机上填写巡线记录。“无人机在空
中拍照、摄像，操作人员在地面仔细查
阅无人机传回的图像，可以更方便地搜
查线路隐患及缺陷。”郑杭介绍说，无人
机还可以测温，极大减少了工作量。

“以前的传统手持测温，测距远、信
号不稳，检测精确度不高。如今，无人
机自主红外测温可将测温距离缩小到
1到2米。”刘亮提到，工作人员可以在
第一时间发现导线发热的部位，近距离
获取设备的准确温度。

刘亮今年才入职，这是他第一次参
加春节值守，郑杭已经连续四年春节坚
守在岗位。“我们春节期间巡线一天需
要步行近20公里。同样一条线路，我
们每隔两天巡查一次，上午8点半出
发，一般到下午5点半结束。”郑杭介绍
说，下班之后还需回公司值守，一旦有
紧急情况必须及时赶到现场。

据了解，春节期间，国网重庆市电
力公司累计组织890余辆抢修车、53
辆发电车24小时待命，4200余名员工
在岗值守，保障节日期间全市人民用电
安全可靠。

大山深处的电力巡线员：

巡线一天步行近20公里

▲1月24日晚，重庆欢乐谷，人偶兔宝宝引来游客争相
观看拍照。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1 月 24 日，北碚区新北温泉公园，游客在开心泡温
泉。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