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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9 月 11
日，全市各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
主题活动，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喜迎
中秋佳节的到来。

偏岩古镇传统文化“闹”中秋

在北碚区金刀峡镇偏岩古镇老
街，“欢歌庆丰收·巴渝月正圆”——

“我们的节日·中秋”市级活动围绕阖
家团圆、喜庆丰收主题，开展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非遗表演、文化展
示、民俗体验、互动娱乐、丰收集市等
活动。

活动的核心区域设置在禹王庙广
场和古镇沿街，系列传统文化“闹”中

秋：川剧、耍锣鼓、石工号子、草把龙等
传统文化演出精彩纷呈，糖人、雕刻、
剪纸、布艺等传统技艺展示让人目不
暇接，书法志愿者现场挥毫泼墨，为市
民书写爱国诗词、中秋诗词、家风家
训。

古镇风韵品中秋，巴渝欢歌月正
圆。在偏岩古镇沿街、禹王庙广场的
黄桷树上，悬挂着各式灯谜，猜出灯谜
即可兑换奖品。

记者见到，临街的商家门店还展
出了打糍粑、偏岩豆花、三溪口豆腐
鱼、缙云醉鸡、月饼、麻饼、怪味胡豆等
中秋传统美食、北碚特色美食，让市民
大呼过瘾。

江北区慰问200余户特殊群体

在江北区石子山体育公园，江北
区“我们的节日·中秋”文艺汇演以合
唱、舞蹈、走秀等多种形式的文艺节
目，为市民奉上了一道丰盛的中秋文
化“家宴”，传递着浓浓的节日祝福。
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主办方还邀
请糕点师展示月饼制作工艺，向大家
赠送美味月饼。

据了解，中秋期间，江北区将对辖
区200余户困难家庭、空巢老人、留守
儿童、退伍军人等特殊群体开展走访
慰问，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为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

渝北36组亲子家庭一起画团圆

中秋画团圆亲子活动在渝北区王
家街道“梦想课堂”开展，36组亲子家
庭将对团圆的喜悦之情、对亲人浓浓
的爱意，通过一支画笔来呈现。

“我画的月饼又香又甜，中秋节要和
爸妈一起吃。”记者见到，孩子们趴在环保
袋上作画，构图时与父母有商有量，嫦娥
奔月、家庭团圆、超级月饼等经典的中秋
图案完成后，又在家长指导下均匀上色。

主办方介绍，让大人小孩一起画
团圆，就是希望他们在彼此陪伴中体
味阖家团圆的中秋温情，把团圆场景
从家里延续到家外。

传统风韵品中秋 巴渝欢歌庆团圆
全市各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

又到中秋节。今年88岁、家住大
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钢堰社区的白贵银
感受最深的是身边的变化——新中国
成立后第一次尝到月饼滋味；到上世
纪80年代，月饼不再是稀罕物；如今，
丰富的物质生活让人回归内心、更重
团聚。

68年前第一次尝到月饼滋味

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白
贵银，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见
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但说起那时的
中秋，老人已经印象不深了，只记得
幼时的中秋是没有月饼的。“那个年
代太穷，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老人对中秋节的记忆是从1951
年开始的。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们

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他进入重钢小南
海采石厂工作，第一年中秋节厂里就
发了10个月饼。

白贵银兴高采烈把月饼带回家，
与父母、妻子分享。一家人都舍不得
吃，把月饼放在米缸里，半个月后拿出
来时才发现已经发霉了。白贵银没舍
得扔，擦擦后依然吃得香甜。

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吃”是过
节的头等大事，甚至很有仪式感。白
贵银记得，还不到中秋，4个子女就等
着、盼着他从厂里领月饼回来。

“听说发月饼了，几个娃儿都来接
我下班，争着把月饼抱在怀里。”老人
乐呵呵地说，那时的月饼外包装是一
层纸，油渗透出来，孩子们摸摸那层油
纸，又舔舔手指头，一个劲地说甜。

多少年过去了，那一路的幸福，白
贵银至今难忘。

月饼口味样式越来越丰富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
开放阔步前行，社会物资供应日益充
裕，白贵银的家庭条件明显改善。

他记得，过去月饼品种非常有限，
就五仁、豆沙、白糖等几种常见口味，
样式也非常普通。时光流转到八九十
年代，月饼的馅料越来越丰富，外表也
越来越小巧精美。

过去在白贵银夫妻和子女眼中美
味无比的月饼早已不是稀罕物，他们
的孙辈不再馋月饼了。

“现在每到中秋节，我家里就堆着
好几盒儿孙孝敬的月饼，孙子还给我

们网购过冰淇淋月饼，赶了一盘时
髦。”

白贵银笑着说，他有一次劝孙女
多吃点月饼，爱美的姑娘却说：“吃一
小块意思意思，我还要减肥呢！”

小长假家庭旅行让团圆味更足

“我老了，过节就不像年轻时一门
心思想着吃好的，现在就盼着一家团
圆。”白贵银骄傲地说，现在他家已是
四代同堂，最大的曾孙快满10岁了。

退休后，他爱上了四处走走，自打
中秋节实行3天小长假后，儿孙组织
了好几次近郊旅游景点自驾游，陪着
他去郊外喝茶赏月、吃农家饭。

让白贵银欣慰的是，一到中秋节，
4个子女都会带着孙子孙女回来陪老
两口过节。孙辈中好几个都买了小
车，在四川工作的二女儿一家坐高铁
回重庆也很快，经济的飞速发展让相
聚变得更容易了。

无论现在人们过中秋节的方式多
么丰富多彩，“花好月圆人团圆”，始终
是老人心中最美好的中秋记忆。

八旬老人的中秋记忆：

少时一饼难求 如今更重团聚
本报记者 张莎

本报讯 （记者 王翔）外国人
眼中的中秋节什么样？9月11日，市
委宣传部、市文旅委和巴南区联合举
办的“情满月圆 举国同庆”-2019
中秋·老外@Chongqing体验非遗活
动在巴南区鱼洞人民广场举行，来自
巴基斯坦、泰国、美国等11个国家的
18名外籍友人，除了近距离感受非
遗技艺，还现场与市民一起学非遗、
做月饼，感受不一样的中秋味道。

巴南拥有3000多年悠久的历史
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诞生了众多精彩
的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其
中十分璀璨的明珠，其中包括木洞山
歌、接龙吹打、姜家舞龙、巴文化传
说、鱼洞乱针绣等。目前，已有2个项
目成为国家级非遗，13个项目成为市
级非遗，60个项目成为区级非遗。

此次活动，现场共设置了非遗展

示、协会展示、非遗教学体验、展板展
示4大展区。外国朋友和市民一起，
在非遗传承人的教导下，一起体验学
习木洞山歌、接龙吹打、姜家舞龙、巴
文化传说、鱼洞乱针绣等传统技艺，体
验传统文化魅力。现场特别设置了体
验环节，让市民和外国友人一起参与
游戏，亲自动手体验月饼制作工艺，在
实践中传承和体味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文化。

“这类活动很有意义，对于我更好
的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很有帮
助。”来自土耳其的FATMA GUL
KALAY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一名留
学生。她说，中秋节要到了，看见同学
们都很高兴，她起初以为就是放假，这
次体验活动后才明白，中秋更多的是
团圆，是和家人一起吃月饼的那种情
感。

外籍友人体验浓浓中秋情

外国友人现场制作月饼。
记者 王翔 摄

利用课堂活动为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课程是高校学生必修

的课程之一，但随着现代社会的
高速发展，思政教育需要站在时
代的角度上重新思考，这样才能
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从而间接地推动社
会现代化发展。

在过去的课堂教学中，重庆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发现，
网络时代让学生接触到了非常

广泛的信息，其中也包含了很多良莠
不齐的内容，比如对金钱等物质产生
错误的认知，将思政课程当作可有可
无的课程，采取敷衍散漫的态度对待
思政课学习……这些情况的存在，不
仅对学生的三观产生恶劣的影响，也
对学校教师开展思政教育形成了一定
的阻碍。如何创新思政教育，充分利
用课堂活动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成为学校思政课教师致力于解决

的问题。
学校经过研究发现，学生之所

以对思政课不重视，主要源于他们
认为思政课对未来的发展起不到什
么积极的影响，要让学生对思政课
产生兴趣，建立思政与未来发展的
联系至关重要。在高校阶段，学生
对未来最关心的话题无疑是就业问
题，教师应该在上课的时候就将思
政教学与学生工作之间的关系向学

生阐述清楚。要在思政课堂中对学
生在未来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
行辅导，培养学生关注时事的习惯，
让学生认清自己的现状，面对即将
到来的竞争激烈，能因在思政教育
中获得的丰富知识储备，遇到问题
能迅速看清形势，并从容应对。

学校认为，在信息化时代中，教
师应该灵活应用多媒体设备丰富课
堂，在教学中还需要向学生讲述一

些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避免学生
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受到伤害。学
生正处于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年
龄，所以教师一定要做好引导的工
作，不仅限于课堂，利用推送信息较
为快捷、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新
媒体平台也是一种传播知识的途
径。教师在教学中注重信息技术的
应用，及时通过新媒体平台推送大
量与思政相关的内容，不仅促进教

学内容的课外延伸，也以学生喜闻
乐见的形式让思政教育落实到了学
生的日常生活中。

积极与时俱进，教师在进行思
政教育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发展的观
念对教育工作进行创新，从而才能
利用思政教育带领学生向正确的方
向发展。

冉富匀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余大凯）9月9日，记者从1212中
国牛人峰会暨2019全球牛羊产业博
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
1212中国牛人峰会暨2019全球牛羊
产业博览会将于12月11日-13日在
重庆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肉类协会主办，
中国肉类协会牛人俱乐部分会西南
区、重庆市冷冻食品行业协会承办。
届时，来自全球牛羊主产国及地区的
政府代表、行业协会成员、学者专家以
及知名企业代表约3000人参加活动，
共同围绕全球牛羊产业格局、我国牛

羊产业发展以及牛羊产业经济展开集
中讨论，献智出力。

据了解，中国牛人峰会是由中国
肉类协会牛人俱乐部分会于2016年
12月12日创办的经济合作论坛，会
议时间固定为每年12月12日，此前
已在郑州、上海、北京三地成功举办三
届。2019全球牛羊产业博览会则是
首次举行。

重庆市冷冻食品行业协会会长张
良云表示，本次活动是全球牛羊产业
发展成果的一次大展示，主要包括论
坛、投融资洽谈、活动赛事三大类，并
设置了九大展区。

首届全球牛羊产业博览会
将于12月在重庆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讯
员 田尧江）9月11日，记者从中铁
二十五局集团获悉，涪陵到怀化二线
铁路控制性工程——舞水湾滩特大桥
9月底将合龙，全线有望明年建成通
车。

涪怀铁路二线工程舞水湾滩特大
桥横跨湖南省怀化市舞水河。目前，
大桥已完成连续梁施工的80%，即将
进入边跨合龙施工。

据悉，涪怀铁路二线工程是国家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重要建设项目，
全长625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是
一条以货运为主的客货混线。其中，
重庆段项目起于涪陵站，止于秀山站，
全长约306公里，目前正在加快建设。

“涪怀铁路二线工程的建成，将极
大地提高武陵山区路网输送能力及运
输服务质量，改善沿线企业的外部运
输条件，对促进武陵山区经济社会发
展有着重要作用。”中铁二十五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9月7日至8日，由农业
农村部和湖南省政府共同主办武陵山
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湘
西经开区湘西民族文化广场启动。湖
南、湖北、贵州、重庆 4省市边区的
213家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与农业产业大户，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318家客商展开了特色农产品产销对
接活动。重庆3家农业经营主体与采
购商签订了8400万元特色农产品订
单。

此次武陵山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
对接活动聚焦“振兴产业·助力脱贫”
主题，主要为贫困地区特色优质农产
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介武陵山片
区“生态、有机、富硒”优质农产品品
牌。活动期间，主办方还举行了特色
农产品专场推介会，湖北恩施州，贵州
铜仁市，重庆黔江区、酉阳县，湖南张
家界市等，还分别开展地方特色农产

品推介活动。
羊肚菌、藤茶、蜂蜜……在重庆市

展厅，市农业农村委组织了黔江区、武
隆区、丰都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
6个区县20余家企业参加此次对接
活动，展示展销了100余种武陵山区
特色优质农产品。

“参加此次农产品对接活动，我们
重庆企业满载而归。”市农业农村委市
场品牌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的3
家农业经营主体拿下了8400万元订
单。其中，河南省商丘农产品中心水
果批发市场与丰都县农业农村委签订
2 万吨柑橘订购项目，签约金额达
5000万元。该项目将带动5000余户
农户发展柑橘产业，可使每户平均增
收3000元。重庆渝味晓宇餐饮文化
管理有限公司与重庆（石柱）谭妹子金
彰土家香菜加工有限公司达成协议，
签订了价值2600万元的1000吨石柱
红辣椒订单。

武陵山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举行

重庆拿下8400万元特色农产品订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9月
11日，记者获悉，自烟台巫山结对以
来，两地共青团深入贯彻党中央、团中
央关于东西扶贫协作的精神，两地青
年在服务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促进贫
困人口脱贫致富等领域携手合作。截
至目前，烟台团市委共计拨付65万元
保障烟台志愿者在巫山开展脱贫攻坚
工作。同时，烟台市希望工程办公室
累计捐赠资金17万元用于资助巫山
320名困难学生。

据了解，2017年烟台巫山签订了
对口帮扶协作框架协议，成立对口帮
扶协作工作协调小组，明确专人负责
具体对接帮扶协作工作。此后，两地
积极开展了青年地域文化交流、希望
工程帮扶、经济合作、青年社会组织公
益项目合作、创新创业交流和西部计
划烟台项目等领域活动。在推进人才

交流方面，从2014年起，烟台团市委
共派出15名烟台志愿者赴巫山开展
服务工作，全部充实到脱贫攻坚一线，
有力支持了巫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同
时，巫山46名团干部赴烟台市委党校
开展“不忘跟党初心，牢记青春使命”
专题培训，10名教师团队赴烟台青少
年宫调研。

为将东西扶贫协作工作做实、做
细、做精，烟台团市委除给予资金扶持
外，还创新帮扶模式，推动烟台市国粹
小学与深度贫困乡镇双龙学校集体结
对，两地学生互通书信，交流学业，在
扶志扶智上下足功夫。

接下来，烟台巫山将在青少年阵
地建设、人才交流学习、深化脱贫攻
坚工作等方面持续发力，切实完善工
作体系，形成具有特色的东西协作模
式。

烟台巫山携手同行 东西协作促脱贫

舞水湾滩特大桥月底合龙
涪怀铁路二线有望明年建成通车

在
建
的
舞
水
湾
滩
特
大
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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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1日，在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文体广
场，着汉服的居民在此猜灯谜。当日，石井坡街道“我们的节
日·中秋”活动热闹举行，猜灯谜、绘古扇灯笼、做月饼、赏韩服
等项目，让居民提前度过一个欢乐、幸福的中秋佳节。

记者 张锦辉 摄

◀9月11日，江北区石子山体育公园，居民们一起品尝现
场制作的月饼，共迎中秋佳节。 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