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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8 月 14
日，梦想课堂第九届“爱心助飞梦想
高考圆梦行动”梦想伙伴结对沙龙在重
医附一院举行，被重庆医科大学录取的
张婷婷在和梦想伙伴——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重庆市首席医学专家杨培
增结对交流后，她告诉记者，最大的感
受就是收获了温暖与感动，自己也学会
了感恩。

在结对沙龙上，杨培增和4位被医学
院校录取的梦想学子一一结对。

杨培增勉励大家，学习需要一辈子的

努力，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不要因看
到其他专业赚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结对过程中，杨教授还与学子们分享
了自己的“人生三宝”——感恩、珍惜和坚
持，他耐心地解释道：“我感恩得到了大学
教育的机会，因此很认真地履行医生的职
责。在生活和学习中，机会是不容易的，
要珍惜每一次机会，特别是年轻人不要虚
度光阴。坚持很不容易，一件事能坚持十
年、二十年，就很了不起。”

全国劳模、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张永忠工作室”首席技师张永忠也与梦

想学子杨凡结为梦想伙伴。
杨凡毕业于黔江新华中学，今年高考

以640分的成绩被武汉大学遥感科学与
技术专业录取。“在此之前我对张老师并
不了解，上网搜索看到他的履历后‘吓’了
一跳。”杨凡说，没想到自己能与张老师这
样厉害的工程师认识并结为伙伴，为此他
还特地手写了一封书信给张永忠。

“希望能和您成为人生路上的师徒，
在我迷茫无知的时候为我点亮一盏灯，在
我骄傲得意的时候给予我警醒。”书信中，
杨凡透露了自己的心声，而张永忠也热心

地为杨凡答疑解惑。
“先做人、后做事”是张永忠对年轻人

的忠告，他说，大学校园就是一个小型的
社会，做人不仅要谦虚谨慎，更要学会处
理好人际关系，今后进入社会才能更好地
适应大环境。

前辈的谆谆教诲让杨凡十分受用，他告
诉记者，他也要像张老师一样成为一名技术
过硬的工程师，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据了解，今年参加梦想课堂的50名
梦想学子都来自农村贫困家庭，他们与梦
想伙伴结对后，每个月要给梦想伙伴打一
次电话讲述自己的生活、收获和遇到的困
难，每学期给梦想伙伴写一封信交流自己
在追梦过程中的感受和心得，并收集有纪
念意义的照片寄给梦想伙伴。而梦想伙
伴也将回应学子的电话和书信，每年邀请
学子相聚一次、谈一次心。

聆听教诲 学会感恩

50名梦想学子与梦想伙伴结对

➡记者8月14日获悉，重庆首届窗帘艺术博览会将于9月15日至
17日在朝天门国际商贸城举行。届时，将有100余家参展商带来10万
余款窗帘参展，不仅供全市及周边窗帘零售商采购，普通消费者也可
参与购买并享受各种优惠活动。 （记者 杨艺）

重庆首届窗帘艺术博览会将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陈钧）8
月14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
到，我市首个可通过手机预
订，无人值守的智慧胶囊旅馆
在两江新区赛伯乐众创空间投
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赛伯乐
众创空间投用的智慧胶囊旅馆
有 4个，这种胶囊旅馆通体白
色，形如太空舱，每个胶囊旅馆
可满足一人入住。

与其他胶囊旅馆不同，智慧
胶囊旅馆通过一款名为“5睡”
的软件实现手机操作，用户只需
用手机关注相关微信公众号，并
注册用户就可在网上定“舱

位”。“舱位”预订成功后，用户可
通过手机操控智慧胶囊旅馆开
舱入住，并通过手机进行退舱结
算。因此，智慧胶囊旅馆实现了
无人值守。

据介绍，该智慧胶囊旅馆主
要服务人群是办公楼内的白领，
为他们解决午睡问题。智慧胶
囊旅馆试运行期间每半小时收
费价格为5元，11点—14点的
午休高峰时段价格为每半小时
6元。据悉，下一步，该智慧胶
囊旅馆还将在两江新区互联网
产业园等创新创业企业较多的
写字楼推广，年底有望达到200
个舱位。

我市首个智慧胶囊旅馆投用
无人值守 可通过手机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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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近
日，记者从市文明办获悉，由市文
明办指导、市老龄办等单位主办
的2017重庆好家风润万家暨金
婚祝福礼（第四季）公益活动将于
本月15日启动，凡是婚龄25年
以上的夫妻，均可报名参加金婚
祝福礼（第四季）系列公益活动。
届时，成功报名的夫妻还可与
1000位金婚老人共同见证金婚
温情祝福。

据介绍，金婚祝福礼公益活
动开展3年来，有26985个家庭
参与，260对金婚老人的家庭故

事得以传播，帮扶救助孤寡、空巢
老人逾1600人。

8月 15日起，凡是婚龄 25
年以上的夫妻，可拨打热线电话
81632509、63618444，或发送报
名信息到jinhun2017@163.com
报名参加，也可将报名表、照片和
故事直接寄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
坝龙山大道333号广电大厦重庆
广播电视报。主办方将从报名
参加的夫妻中挑选出1000位金
婚老人，参加10月26日在重庆
园博园举行的“2017 千人金婚
盛典”。

第四季金婚祝福礼公益活动
今日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8月
29日投用后，市民驾车去T3航
站楼，停车缴费可刷高速公路
ETC卡。这是8月14日，记者从
重庆高速集团获悉的。

目前，我市已有116万高速
公路ETC用户，其中主城区约有
70万。为方便ETC用户，重庆
高速集团已推出ETC停车场、旅
游购票、电商购物3项增值服务。

重庆高速集团共建设ETC
停车场12个，已投入北城天街、
龙湖时代天街D馆、西城天街、金
山停车楼、渝北红星力帆国际广
场、彭水县阿依河景区共6个停
车场项目；即将开通江北机场T3
航站楼、东原1891、龙湖原著天

街3个ETC停车场项目；即将建
设时代天街AB馆、时代天街C
馆、龙湖U城3个停车场项目。

在景区购票方面，ETC用户
可以通过重庆高速ETC微信公
众号优惠购买市内32个4A及以
上景区门票，如乐和乐都、金佛
山、统景温泉、仙女山、巫山小三
峡等景区，门票最高可享受7折
优惠。

电商平台方面，重庆高速集
团乐享高速商城与村头电商平台
合作，打造“线上ETC村头商城、
线下高速生活馆”，覆盖全市
1000多个村镇。广大市民既可
以足不出户在线“买买买”，也可
以在线下高速服务区和村头直营
店现场采购。

T3航站楼开通后

停车缴费可刷高速公路ETC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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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梁平区红旗中学年画工作室，梁平木版年画传承人刘勇
（左）指导大学生印刷年画。暑假期间，西南大学“三下乡”社会实
践小分队的大学生们来到梁平，走访非遗传承人，了解梁平非遗文
化历史，学习非遗制作技艺，在弘扬非遗文化的过程中丰富暑假生
活。 特约摄影 刘辉

大学生传承非遗

七夕将至，你们准备去哪里共度这一浪漫
节日？

江津四面山邀你来开启“寻爱之旅”。
8月26日至28日，“第十届东方爱情节”

将在江津四面山景区举行。活动期间，将举
办洪海对歌、为爱寻宝、七夕晚会、爱情祈福、
夜赏七彩瀑布等系列“爱情”主题活动。七夕
当天，不仅四面山门票一律７折优惠，游客还
能参与系列活动赢取门票优惠券、农家乐代

金券等。

京沪两地“爱情专列”驶进四面山
被誉为“中华情山”的四面山，拥有“爱情天

梯”、“天下第一心”等丰富的爱情旅游文化资
源，是全国最知名的爱情旅游目的地之一。
2008年以来，四面山已连续举办9届中国东方
爱情节。

今年第十届东方爱情节，四面山将首次开
行以体验七夕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爱情专列”，
在北京、上海向重庆开行的两趟动车中设置“爱
情车厢”，并在旅途中开展系列互动活动。这两
趟“爱情专列”，预计将带着近300对夫妻和情
侣前往江津四面山展开“寻爱之旅”。

为弘扬中国传统爱情文化，最终加入到“爱
情专列”的爱侣，将由老、中、青三代夫妻和情侣
组成。活动期间，将有包括多对神秘夫妻在内
的爱侣，甚至是结婚60余载的钻石婚夫妇，从
不同年代介绍他们和爱侣相亲、相爱，风雨同路

的爱情经历，诠释“中国式爱情故事”。

不容错过的系列爱情主题活动
七夕节期间，四面山将有哪些不容错过的

爱情主题活动？
8月27日上午，在江津中山古镇常乐村“爱

情天梯”景区，将由著名语言表演艺术家、节目
主持人举行一场盛大的“爱情·旅程”江津专场
诵唱会，乘坐“爱情专列”的游客及广大游客均
可免费观看。

听完诵唱会后，游客可免费参观去年七夕
建成开馆的“爱情天梯”叙事馆，深入了解“爱情
天梯”这一中国十大爱情故事。随后，徒步攀登
6000级爱情天梯，朝圣天梯背后的旷世爱恋。

游客还可到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美
小镇中山古镇感受千年古镇的文化魅力，这里
的“爱情富硒宴”尤其有名，每道菜的名字都与
爱有关。

七夕期间，四面山风景区核心区推出的系
列“爱情”主题活动更不容错过。

8月28日七夕节，四面山大洪海景区将举
办“洪海对歌”活动。游客可一边荡舟洪海，一
边欣赏由本地歌手在岸边或画舫上演的情歌和
民族歌曲对唱，湖里不时有鸳鸯结对游过。

游客还可以在独具特色的丹霞地貌景观

——土地岩景区参与“为爱祈福”活动，在红色土
地岩下挂上为爱人写下永恒爱情祝福的红丝带。

七夕节四面山将在望乡台等主要景点开展
系列互动活动。游客可参与沿途寻宝、抛绣球、
扫码抽奖等活动，赢取爱情小礼物，以及门票、
农家乐等各类现金抵用券。还可前往“爱情邮
局”，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成明信片，邮寄给
家人和朋友。

另外，游客还可以参加全长3.5公里、上下
落差达150余米的户外漂流项目，体验“为爱尖

叫”的惊险和刺激。即使是晚上，游客也可到望
乡台观赏我国首个可供夜间观赏的大型瀑布景
观——“七彩瀑布”。

七夕节当晚，景区游客中心前广场将上演
“让爱永恒”主题晚会，有诗歌朗诵、歌曲表演等
节目上演。现场设置了近1000个坐席，游客可
免费观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面山将在活动期间
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如游客购买七夕当天的
5A级景区四面山门票，一律可享受7折优惠，不

管是通过携程、去哪儿等线上渠道，还是在景区
游客中心现场购买，都享受同等优惠。七夕节
期间，原价50元的四面山少林寺门票仅需25元
每人。

高山湖泊音乐季延续“爱的狂欢”
除了以上活动外，四面山正在开展的“首届

高山湖泊音乐季”将一直延续到9月，让游客在
整个夏天都能吃得过瘾、耍得安逸。

首届四面山高山湖泊音乐季由美食啤酒节和
高山湖泊音乐节两部分组成，即日起，8月、9月的
每个周末将连续推出多场不同主题的表演活动。

活动期间，游客可到滨湖广场美食一条街品
尝各种美食，这里各种酒吧、火锅、小吃、烧烤应
有尽有。游客也可到这里观看各种主题音乐会，
重庆市歌舞团、重庆市音乐家协会、重庆歌舞剧
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均应邀参加演出。

据了解，目前，四面山正在着力将“避暑游”升
级为“四季游”，全力将四面山打造成为“四季山”。

今年，四面山除了春季的“踏春寻游季”、夏
季的“浪漫音乐季”之外，接下来的秋季将定义
为“健康运动季”，举办生态5项极限运动挑战
赛、全国高山湖泊垂钓公开赛等国家级赛事；冬
季将定义为“暖心趣味季”，举行火篼节、生态烤
羊节、中山古镇千米长宴等丰富的活动。

七夕，去四面山进行“寻爱之旅”

云雾缭绕云雾缭绕，，青山环抱的青山环抱的““天下第一心天下第一心””———四面山望乡台瀑布—四面山望乡台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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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徐国蓉

机构编码：00003650010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海铜路1号13层-3号、13层-4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海铜路1号13层-3号、13层-4号、12层-1号

成立时期：2012年07月06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023-62793305

业务范围：（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5月5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开州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孙泽文

机构编码：00003650023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县文峰街道南山东路825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开州大道（中）156号附3001号

成立时期：2012年05月30日

邮政编码：405400 联系电话：023-52233566

业务范围：（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6月2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建设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项目名称

220kV綦盛

线迁改工程

建设地点

重庆市綦江区

东部新城

环评机构

重庆宏伟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环评类别

环境影响报

告表

主要建设内容

对220kV綦盛线进行迁改，

新建迁改线路全长5.24km，

单回单分裂架设。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8月15日受理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反馈意见受理时间为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8月21日。环评文件全本查询方

式http：//www.cepb.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pxxgg@cepb.gov.cn，传真：89188830。

重庆市环保局受理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

不起眼的大头菜，在铜梁白羊镇水碾
村被腌制成咸菜，身价从一斤几角钱飙升
至5元。近年来，该村在苏培全、苏培志
兄弟俩的带动下，白羊咸菜从一家一户制
作，转变到统一标准、规模生产，年产值达
720万元。

8月11日，蒙蒙细雨中，记者来到铜
梁区白羊镇水碾村，空气中的咸菜香气还
是一如既往的浓烈。苏培全正接待一位
上门采购的外地客商。该客商参观了他
家的腌菜缸后，当即以每斤5元的价格订
购了数百斤咸菜。

水碾村党支部书记周龙超介绍，白
羊咸菜已有300多年历史，以前都是一
家一户制作不成规模。从上世纪80年代
开始，苏培全、苏培志兄弟依靠家传的“苏
氏咸菜制法”，逐步走向规模化生产。经
过多年努力，水碾村制作的咸菜形成了自
己的独特口感，100多户村民在苏氏兄弟
的带动下参与咸菜加工，逐渐将该产业打
造成村里的一项主导产业。

记者在苏培全家看到一个咸菜展台，

上面摆放着大小数十个礼品菜坛，个个都
挂着标牌，记录着咸菜名称和生产日期，
咸菜贮藏室中则摆放着两列崭新的腌菜
缸。苏培全介绍，今年他家加工的咸菜有
15吨，预计收入10多万元。靠这门手艺，
他不但率先在村里修起了小楼，购买了小
轿车，还资助3个儿女在城里买了房，堂
哥苏培志家每年种植30多亩咸菜原料，
收入也不少。

“自己富了还不够，我们还要带动大
伙儿一块致富。”苏培全介绍，可观的收入

刺激了不少村民加入其中，很多村民上门
求教制作技术，我们从不藏私，对于村里
的贫困户，我们还专门传授技术。

在他们的帮助下，苏氏咸菜制作法逐
渐在水碾村传播开来，带动了一大批村民
将冬闲田拿来种咸菜原料，并加工咸菜。

13社的贫困户赵开孝去年种植近4
亩多青菜，在苏培全的帮助下，他加工、
销售咸菜实现纯收入7000多元。5社的
贫困户周生蓉丈夫残疾，去年种植不到1
亩的青菜，就实现了 2000 多元的纯收

入。作为村里的第一种菜大户，苏培志
每年种植近30亩原料菜，采摘、清洗、分
切需要大量人工，几乎全部雇用村里的
贫困户。

周龙超介绍，目前，水碾村已发展咸
菜加工户100余户，其中加工作坊34个、
大户3个。去年，水碾村还成为铜梁区的
咸菜微型企业特色村，全村不但统一了咸
菜加工工艺，还统一制做了包装，以该村
为核心产区的白羊咸菜也被录入我市
200个旅游商品目录。现在，水碾村蔬菜
种植面积达1000亩，年产值达到720多
万元。依托咸菜加工产业，该村村民实现
年人均增收2740元，村里的22户建卡贫
困户目前仅剩下5户未脱贫。

“去年，我们通过微企补贴的形式，为
加工作坊和大户添置了近80万元的加工
设备。”白羊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做大做
强咸菜加工产业，打响白羊咸菜的知名
度，该镇已牵头推动水碾村与市中药研究
院等科研机构进行合作，进一步完善咸菜
制作工艺。此外，白羊镇还准备依托苏氏
兄弟等加工大户、作坊，成立统一的咸菜
股份合作社。目前，已有外地企业与水碾
村达成200余万元的投资意向，准备扩大
咸菜原料种植面积至3000亩，让咸菜产
业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苏氏兄弟带动村民咸菜里“淘金”
本报记者 王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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