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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

春天刚一露头，万盛就在青年镇板
辽湖景区举办了2019“重庆第一泡·万
盛茶飘香”活动。

现场热闹非凡，喝茶、采茶、制茶、
买茶的人络绎不绝，采茶、制茶、舞蹈、
箜篌演奏等表演一一呈现，四周的山坡
是天然的看台，坡上的茶树充当“导
游”，带领游客一同沉醉在生态茶山里。

万盛在明清时期就有种茶、贩茶的
历史记载。因其自然条件、土壤条件优
越，是重庆市最适宜茶生长的地区之
一。

2000年开始，万盛把茶叶列入骨
干产业之一，以品种改良、品质改进、品
牌创建为重点，促进茶叶产业快速发
展，培育出了“滴翠剑名”“定青银毫”

“景星碧绿”“云雾毛峰”等名优茶品。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板辽村如今凭

借茶产业的发展，也乘势聚集了越来越
多的人气。

“看过了那些绿色生态的茶树种植
环境，又喝到这样的好茶，忍不住多买
了点茶叶回去慢慢品尝。”参加了品茶
活动的游客张霞说。

依托茶叶产业与地域特色文化有
机结合，产茶区变成了景区。据统计，

单是活动开始的第一个周末，就吸引了
1000余名自驾游客前往，茶叶销售额
达10万余元，旅游综合收入达20余万
元。

两年前，板辽村村民陈能芳在外务
工，工资仅2000多元。

“现在，我每天都去茶园采茶，按
40元/斤计算，每天采摘3斤，一天就是
120元，一个月能赚3600元左右。”说
起村里发展茶叶产业给自家带来的变
化，陈能芳心里别提有多甜。

与陈能芳一样，村民张华原本在外

地打零工，赚的钱仅够他一个人用。看
到村里发展越来越好，去年，他毅然辞
掉了外地的工作，回家开办起了农家
乐。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农家乐开业才
半年，赚的钱比他在外打工两年还多。

茶山游做大做强了，村民钱袋子都
鼓起来了。万盛充分利用生态茶园资
源、积极开发茶叶旅游产品、推动茶叶
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看到
了成效。

万盛持续围绕茶山、茶叶做文章，
各类茶艺主题活动、体验茶系列活动、
茶文化旅游项目应运而生，实现了“以
茶促旅，以旅兴茶”的良好局面。

目前，万盛茶园面积17000余亩，
茶叶企业30余家。2018年，万盛共生
产茶叶600吨，茶叶产值7000万元；接
待游客 2207.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2%，实现旅游收入145.9亿元，同比
增长60.1%。今年上半年，万盛预计将
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80亿元。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刘倩）

深山有好茶 远客循香来

“夔”字，《新华字典》中两种解释，
其中一种就特指“夔州，古地名，在今重
庆奉节一带。奉节，如今又被誉为“中
华诗城”，自然大美，人文秀美，拥有许
多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一个“夔”字，
内含六言，写尽奉节的风物灵气。

三峡之“首”。《水经注》记载，万里
长江，最美三峡，延绵七百里，自奉节
始。余秋雨《三峡》中赞叹，顺长江而
下，三峡的起点是白帝城，这个头开得
真漂亮。中国最美是长江，长江最美是
三峡，三峡最美是夔门。长江三峡第一
峡瞿塘峡，中华山水之门夔门，峡中之
郡，夔关榷税，滟滪锁江，可谓“众水会
涪万，瞿塘争一门”。

高山仰“止”。《水与中国》中说，三
峡的山是有气魄的，近处是山，远处是
山，极目天边山连山、略无阙处水映
山。长江两岸，“夔州十二景”巍哉镶
嵌，古有“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
山巅”，今有“三峡之巅竞风流，九天龙
凤罕世间”。大山大川，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心神向往。

万物成“巳”。《夔州府志》记录，蜀
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园甘长成时，三
寸如黄金。奉节的天地之灵，孕育出中
华名果奉节脐橙、液体黄金橄榄油、清
养上品中药材，山川钟毓秀，万物皆兴
盛。

秋兴赋“八”。天下诗人皆入蜀，
行到三峡必有诗。贺敬之说：中国是

诗的国度，奉节是诗的故园。千名诗
人齐俯首，万首诗篇铸不朽，秋兴八首
绝贯古今，李白杜甫独步天下。第一
快诗《早发白帝城》、第一律诗《登高》、
第一情诗《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
第一景诗《康熙·六言诗》，皆情系奉
节。

厚重人“文”。千年夔州、万年文
明，因水而兴、依水而立。中华远古文
明源于长江流域，而夔州文化可以上溯
到13万年前，博大精深，千年遗存，流
传下人日踏碛、川江号子、竹枝歌舞，集
聚成“先贤大忠、移民大义、诗歌大情、
为官大节”的夔州精神。

神州唯“夔”。《山海经·大荒经》
中写道，“夔，神魅也，如龙一足”。古
时，夔为尧舜乐官、音乐始祖，以乐正
天下。老天爷赋予独具一格的自然
遗产，老祖宗留下丰厚壮美的人文遗
产，老百姓创造独具风情的精神遗
产，陶醉了来到奉节的千古英雄、无
数骚人，也教化了奉节芸芸众生、万
千民众。

（奉节县文化旅游委供稿）

奉节：六言解“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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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帮小老师走上重工
讲台，一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一众领导、教师端坐台下，不时微
笑点头，鼓掌叫好，宛如台上“明
星”的铁杆粉丝。

原来，这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讲课大
赛的一幕，学校为提高思政教育
的效果，特意搭台子让学生们讲
身边事、感人事，既展示出大学生
青春澎湃、干劲十足的一面，也凸
显了学校思政建设的创新与活
力。

自该校推进思政课建设以来，
传统印象中“填鸭式”“说教式”的
教学方式为之一变，成为众多学
生追捧的对象。学校除了把学生
请上讲台外，还创新思政课堂教

学，把课堂搬到了生活中、实践里，使思
政课变得“有意思”“都爱听”“真相信”。

创新“四个三”
增强思政课实效

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这是学校
出真招、出实招、重部署、抓落实所取得
的实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着力构建
多维协同创新育人机制，创新工作方式
方法，着力增强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实效。

近年来，学校加强机制建设，构建
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构建全员思政
教育岗位体系，实现人人有思政教育岗
位，个个有岗位职责。组建课程思政教
学指导员队伍，将“三全育人”落到实
处。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如何增强思政课的
亲和力与针对性?怎样给学生带来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学校相关负责人强
调，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着力增强

思政教育实效。
学校深化课程改革，以翻转课

堂、名师在线推荐等方式，与时俱进
创新教学方法、提升课堂吸引力，让
思政课程“红起来”。学校科学地将

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各专业课堂、实践
实训和顶岗实习“三环节”，试点课堂
教学思政教育“三分钟”，课程考试

“三分值”，课外思政融入社团、融入
宿舍、融入社会实践活动“三融入”，
以“四个三”稳步推进思政课全面落
实落地，让思政课程“红起来”。此
外，学校还依托“青春重工”APP资
源，开展网络思政“每日一课、每日一
练”“重工国旗班”网络风采展等系列
活动，线上线下协同推进，实现思政
教育多维度全覆盖，真正让网络思政
火起来。

搭建五大平台
助力教师成长

办好思政课的关键在教师，学校
着力提高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教学能
力，集中力量搭建思政课教师人才培
养发展平台、科研发展平台、社会服
务发展平台、干部成长发展平台以及
文化创新发展“五大”平台，助力教师
成长。

在学校看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以文化人”，培
养高素质的大国工匠。

学校树立“为人、为事、为业”育
人理念，构建“三阶递进、四位一体”
文化育人模式。全面开展树立一个
职业理想、学好一门职业知识、练好
一种职业技能、涵养一种艺术品质、
热爱一项体育运动的“五个一”活动，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这一建设成
果先后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市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重庆市首届教育
综合改革试点成果二等奖、全国高职
高专党委书记论坛一等奖等奖项。

工业学院将继续把思政工作深
度融入立德树人的全过程和各个环
节，以精进的态度、创新的意识、多元
的格局，统筹协调校内校外、课内课
外、网上网下等各方面资源和力量，
努力谱写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新篇章，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王官成 金正连
图片由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让思政课在校园红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课学生讲课比赛

跨境物流通道的不断“尝鲜”

这几天，从重庆沙坪坝首发的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陆海新通道”印度专
列在广西钦州港进行集装箱转运作
业。该列印度专列共运载25个40尺
集装箱，货物主要为汽车零配件，货值
超过 800 万人民币。在钦州港转运
后，再通过海运抵达印度，全程仅需
20天左右。

除了印度专列，今年3月，4辆丰田
塞纳2019年款进口整车沿着“陆海新
通道”铁海联运线路，由加拿大启运，经
海运到广西钦州港，再经铁路运输，最
后抵达重庆国际物流园。随着渝州海
关完成开箱查验并办理通关手续，标志
着重庆首票保税平行进口业务成功。
同时，“陆海新通道”也成为继中欧班列
（重庆）之后，又一条具备整车回程能力
的跨境物流通道。

这项业务不仅能进一步降低购车
成本，而且相比之前从订单到提车要花
费一两个月时间，现在重庆整车口岸进
口展示中心选购新车，购车当日就能提

车上路，消费者的获得感将大大提升。
而去年10月，“陆海新通道”成功

开行了首列冷链专列，该班列的产品挑
选了北部湾港从越南等地进口的主流
冰鲜。它们在重庆本地消费旺盛，形成
源源不绝的需求，具有良好的市场前
景。

不仅如此，冷链专列一旦运营成
熟，优质水果、水产和畜肉等东盟优势
大宗产品，将能够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进
入中国内陆市场，不仅进一步丰富运营
平台多式联运服务的范畴，促进东盟和
中国西部特色农产品、海鲜产品的南北
对流，大幅调动东盟国家参与中国开放
型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也使重庆在中国
与东盟的新一轮双边合作中发挥更大
的支点作用。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成功实践

2018年 11月 12日，随着中国与
新加坡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正式更名为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
陆海贸易新通道”（简称“陆海新通

道”）。
“作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的重点，‘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班列比汽车运输至沿海口岸成
本低50%以上，比其他铁海联运班列
运距短500至 800公里。同时，已在
香港、新加坡、越南三地设立国际货物
集散中心。”沙坪坝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

当前，“陆海新通道”日益成熟，西
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与东南亚之间货
物流通、资金融通、信息沟通不断提速，
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了活力，也让

“一带”和“一路”在沙坪坝成功交汇。
“陆海新通道”建设，也成为沙坪坝

区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相关
部门的支持下，继中欧班列（重庆）之
后，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中的又一
次成功实践。

今年开行班列有望突破700班

“陆海新通道”积极利用串联铁路
与海运的一体化交通模式，不断延展物
流半径，让越南产的电子产品、比利时

产的烟草都经过重庆转口，到达波兰、
日本等国。

正当亚欧货物在重庆频繁交汇进
出的时候，过去在我市少有的转口贸易
模式，已经蓬勃兴起。渝州海关副关长
马军在又一次核对完最近两个月的报
关单后，欣喜地透露，由于采用了过境
转关等全新监管模式，为企业节省了时
间和费用，转口贸易单量、货品价值逐
月提升，“陆海新通道”已成为西部地区
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今年，“陆海新通道”将重点推进进
口水果、整车、肉类、冰鲜水产等常态化
运行，确保全年开行量突破700班，同
时也将进一步扩大出口，将重庆及周边
地区的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办公用品
等运送到东南亚等地。

沙坪坝区也将进一步切实做好陆、
海公共服务平台，让海船资源、铁路资
源，货源在平台上顺畅运转，服务内陆
经济发展。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和区域
联动，共同建设“统一品牌、统一规则、
统一运行”的“陆海新通道”。
（沙坪坝区融媒体中心 文/图 喻庆）

“一带”“一路”在这里交汇
“陆海新通道”让货物流通、资金融通、信息沟通不断提速

■继中欧班列（重
庆）开通之后，“陆海新
通道”成为重庆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又一成功实
践。

■“陆海新通道”日
渐成熟，西部地区之间、
西部地区与东南亚之间
货物流通、资金融通、信
息沟通不断提速，为“一
带一路”建设增添了活
力，也让“一带”和“一
路”在“陆海新通道”的
起点沙坪坝成功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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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夔门。 舒心礼 摄

4月17日，梁平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求职者在企业的招聘摊位前
应聘。当日，梁平举办民营企业专场招聘会，34家企业提供了1000余个岗位。近
年来，梁平区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区内企业的用工需求不断增长。

特约摄影 刘辉

梁平：民企招聘提供千余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