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 气 洋 洋 过 春 节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单士兵 责编：隆梅 美编：赵炬 图片编辑：刘强 订报热线：966977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本报热线：6382333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4281号 代号77-1 今日4版

2019年2月
农历己亥年正月初五 星期六 9

微信公众号
cqrbgfwx 重庆日报微博： 新浪http：//weibo.com/cqrb

2017·中国

百强报刊

2月7日，正月初三，清晨的阳光洒落在
高阳湖上，湖面闪耀着粼粼波光。

趁着阳光和煦，云阳高阳镇团堡村十一
组村民杨本清收拾妥当，出门“走人户”。

不曾想，屋前的小山坡上，迎面却走来
了云阳报社驻团堡村扶贫第一书记刘兴敏。

“刘书记，年三十你才来看了我们。今
天正月初三，你都不在家里陪娃儿？”见着刘
兴敏，杨本清格外高兴，从家里端出小板凳，
两人就在小山坡上坐下聊了起来。

“年三十，是来看看你们年货准备得怎
么样，能不能过好年？今天是来看看蜂子的
过冬情况。”刘兴敏说的“蜂子”，是杨本清养
的30余桶中蜂。

“资源整合，就能让老百姓
更好地脱贫致富”

这30余桶中蜂，每年产蜂蜜200多斤，
能为杨本清带来两万余元收入。

然而，两年前，家境贫困的杨本清养了
中蜂，产出蜂蜜却找不到销路，“有时候卖出
几斤，一斤60块钱，赚不到钱。”

2017年3月，刘兴敏开始到团堡村担任
扶贫第一书记，了解到杨本清的难处后，他
充分利用自己“娘家”云阳报社的资源，在云
阳报等当地媒体为杨本清推销蜂蜜，《重庆

日报农村版》也曾以《蜂蜜是这样酿出来的》
为题，对团堡村的蜂蜜产业进行推送。刘兴
敏还在云阳“9·28”电商节展台上为高阳农
产品站台吆喝，他心里有“谱”——“资源整
合，就能让老百姓更好地脱贫致富”。

在刘兴敏的努力下，团堡村的蜂蜜如今
已是供不应求，售价也从每斤60元上涨到

每斤120元。
“按你说的办法，我在去年入冬前就开

始准备蜂子过冬的事情，清理蜂箱、准备蜂
子过冬的粮食、注意蜂桶保温……”说着，杨
本清把刘兴敏带到一个蜂桶前，揭开盖子，

“看嘛，这些蜂子好得很，今年怕比去年还能
多收点蜂蜜。”

“今年我准备多整几桶蜂子，再养几头
猪和牛，多种点苞谷、红苕……”温暖的阳光
下，杨本清边说边比划着，早把“走人户”的
事情忘在了脑后。

“驻村干部是实实在在
为老百姓谋福利的”

不知不觉，时间临近中午，婉拒了杨本清
吃午饭的邀请后，刘兴敏徒步向村办公室走
去，途中偶遇了骑着摩托车的村民张吉成。

“走走走，屋里吃午饭。”一见面，张吉成
就热情地邀请着刘兴敏。

可在刘兴敏才到团堡村时，张吉成却总
是对驻村干部爱理不理。

“那时候女儿在读大学、儿子在学开塔
吊，屋头困难些。”屋头困难的张吉成却对扶
贫干部的工作不理解，“觉得他们多半是来
走个过场，待不长久。”

让张吉成没想到的是，这些驻村干部不
仅待长久了，还实实在在地帮他解决了困
难。

“落雪落雨，都来给我讲政策，还帮我卖
鸭子、养牛……”回忆起刘兴敏和驻村干部
对自己的帮扶，张吉成有些激动，“刘书记这

些驻村干部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谋福利
的。”

如今，张吉成女儿毕业后在一家通讯公
司上班，儿子开塔吊能挣钱，妻子温定珍在
云阳县城一家餐馆里当服务员，“我个人也
没闲起，在刘兴敏的帮助下养了15头牛。
现在日子好过，还在县城买了房子，早就摘
掉穷帽啦！”

“要把适合老百姓发展
的产业做实”

“来团堡的第一天，我就在想，怎样才能
把扶贫工作做到村民心尖尖上？”告别张吉
成，刘兴敏和重庆日报记者闲聊着，“捐款捐
物，老百姓只能暂时缓解困难，要想真脱贫，
只有真抓实干，把适合老百姓发展的产业做
实，才能让贫困户有一个稳定的增收项目。”

刘兴敏介绍，团堡村地处高山槽谷，幅
员面积广，750户1904人中有贫困户76户
272人。

经过实地走访，征求贫困户意见，本着
“扶贫先扶技，彻底拔穷根”的扶贫思路，刘
兴敏和驻村干部根据每户贫困户的不同情
况，因地制宜为他们制订了脱贫规划。如
今，全村已发展肉牛200多头、山羊1000余
只，种植柑橘200余亩，发展中蜂150余桶。

实实在在的帮扶，老百姓看在眼里，喜在
心头。村民杨学权告诉记者：“现在家家户户
都有产业。我学会了人工孵化鸡苗技术，今年
初就孵化了4000多只鸡苗，毛收入4万元，除
去成本有1万元纯收入，加上年底出售肉鸡和
其它副业收入，脱贫致富是有信心的。”

云阳高阳镇团堡村扶贫第一书记刘兴敏春节期间两次走访贫困户，只为——

“把扶贫工作做到村民心尖尖上”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2 月 7 日，
云阳高阳镇团
堡村驻村扶贫
第一书记刘兴
敏（左一）在村
里 走 访 ，了 解
村 民 张 吉 成
（右一）的过节
情况。
（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8日同葡
萄牙共和国总统德索萨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葡友谊源远流长。建交40年
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精神推动双
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1999年，双方妥善解决澳门问题，
树立了国与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
2005年中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高层互访频
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显著。不久
前，我成功访问贵国，同你进行深入友好交流，共同规划了
中葡关系发展新的蓝图。我高度重视中葡关系发展，愿同
你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葡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德索萨在贺电中表示，葡中建交以来，双方始终和谐相
处、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双方通过平等协商，汇聚共识，顺利
实现澳门政权交接，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葡萄牙对
两国长期和平交往倍感自豪，相信双方将通过不懈努力、坚定
决心和满腔热情，推动两国长期稳固的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也互致
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说，葡萄牙是中国在欧盟重要合作
伙伴。中方赞赏葡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同葡方
携手努力，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葡关系和各
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向前发展。科斯塔在贺电中说，葡方愿
同中方一道努力，不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
人民谋福祉，为推动当今时代全球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同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就中葡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互致贺电

春节期间，消费升温。2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
走访市场发现，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
消费需求的升级，新零售、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等成
为新的消费趋势，助推全市春节消费市场红红火火。

新零售更便利

买好食材现场就有大厨帮忙烹饪、做饭缺食材
手机下单半小时就能送到家里……今年春节，盒马
鲜生、永辉超级物种、苏宁小店等新零售商超大多
不打烊，让不少市民过了个轻松年。

在位于江北区九街的盒马鲜生门店内，无论是
波士顿龙虾、帝王蟹等进口海鲜，还是毛血旺、小滨
楼小吃等本土美食，都可以在现场吃到。“每天上午
11点多开始，前来就餐的顾客就没断过，一直要忙
到晚上打烊。”负责烹饪海鲜的一位店员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家住渝北区翡翠华庭的曹先生通过
手机解决了不少“尴尬”。比如做饭缺菜、客人来了
缺水果、手机需要充电线等，他都通过手机在苏宁
小店App上下单，物品不到半小时就能送到家。

“以前过年，都要提前到大超市去买好年货，怕过年
买不到东西。现在社区小店越来越多，还能手机下单
送货上门，再也不用担心年货备不齐了。”曹先生说。

品质消费成主流

今年春节，手机、家用电器等品质生活消费正
成为主流。

春节期间，南坪亿象城迎来大量客流，不少手
机专卖店都驻足着前来体验、购买手机的顾客。

“从初二起，前来购买手机的人就多起来。大部分
是带着爸妈来买个好点手机的年轻人，以及想在
新学期换个新手机的学生。”某品牌手机专卖店店
员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销量最好的手机价格
在2000~3000元，几百元、千元的低端手机反而
卖得少。

在位于观音桥的苏宁易购里，前来挑选家电的
顾客比平时多了好几倍。“不少家庭都是拿着积蓄，
趁着春节折扣，来升级家电设备。扫地机器人、高
清智能电视等品质生活电器受到欢迎。”该店负责
人介绍。

而在各大超市，进口商品成了更多市民的选
择。记者看到，在新世纪、家乐福等不少超市里，
都开辟了进口商品专区，而在水果区域，智利车厘
子、泰国桂圆、越南火龙果等进口水果成为最热销
的年货。

服务消费更“悦己”

伴随消费升级步伐加快，今年春节，服务消费
的占比也稳步提高。

“春节期间出门旅游人太多，还不如带孩子到
购物中心玩一些体验项目，既轻松又有趣。”家住南
岸区的吕女士说，春节期间为孩子安排了满满的娱
乐项目，包括室内滑雪、室内攀岩、看儿童剧、体验
英语趣味课等。 （下转2版）

新零售商超春节不打烊
让市民过个轻松年

本报记者 杨艺

“妈妈，这些古代的猪猪好可爱啊！”
2月8日大年初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内，8岁男孩李明杨牵着妈妈的手，在该馆
举办的新春文化系列展之“金猪贺岁”上，
感受浓浓的传统文化味。

当天上午11点，重庆日报记者到达三

峡博物馆门口时，这里已经排起了长队。该
馆大门和中庭均装饰有“金猪贺岁”的字样，
挂有红红的中国结和灯笼，充满了年味。

“金猪贺岁”展分为“金猪有财”“金猪
有福”“金猪有文”三个主单元，通过200余
件展品，展示中国千年家猪饲养历史及衍

生文化。展厅里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来到
博物馆，看看中国古代的“佩奇”长啥样。

新石器时代猪骨遗存，汉代陶猪，晋
代玉猪，清代滑石猪、玛瑙猪、圆雕猪……
从四川都江堰来渝旅游的刘湘君听说三
峡博物馆里正在举行“金猪贺岁”展，特别
留出一天时间来看展。“在猪年了解与之
相关的传统文化，很有意思，这个展览办
得好！”刘湘君表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唐三彩猪俑呢！”
市民任先生被小巧精致的“唐三彩卧猪”
吸引。这件展品长12厘米、宽5厘米，表
现的是一头正在休憩的野猪形象。据文
献记载，在我国唐代猪的养殖规模十分庞
大，官宦人家养猪数量甚至可达3000头。

“我找到‘东汉红陶猪’啦！”一位30
多岁的游客高兴地对同伴说道，然后拿出
手机对着“东汉红陶猪”拍照。原来，她正
在参与此次展览推出的“集卡赢好礼”互
动游戏。游客通过拍照集齐9张展品卡
片，就有机会赢得博物馆专门为此次展览
推出的文创产品。 （下转2版）

中国古代“佩奇”受欢迎

游客博物馆里感受文创魅力
本报记者 兰世秋

2月8日，
重 庆 中 国 三
峡博物馆，新
春 文 化 系 列
展之“金猪贺
岁”展出，游
客 正 在 观 看
展览。

特 约 摄
影 龙帆

2月7日，酉阳龚滩古镇举行第二届非遗闹龚滩、民俗文化过大年活动，不少市民观民俗表演，体验老重庆的独特魅力。
通讯员 陈碧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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