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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浪翻滚、瓜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
季。巴渝大地欢歌笑语，乡亲们用精彩纷
呈的活动，庆祝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
到来。

农民朋友的欣喜，不仅是收获了丰盈
的农产品，还包括农业结构持续优化，乡村
产业提质增效，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收
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这些农业农
村的巨大变化，共同构成了丰收节的厚重
底色。

把这些成就放到新中国70年的历程中
去看，更能感受到沉甸甸的丰收喜悦。70
年来，重庆农业生产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
提升，农民生活由追求温饱转到追求全面
小康，农村发展由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迈
进。这些丰收的果实，是农民朋友用汗水
浇灌出来的。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广大
农民发挥聪明才智，让传统农业增添了科
技味、彰显出绿色风、融入了市场潮，绘就
了一幅幅高质量的丰收图景。

丰收节里，农民朋友高兴地晒丰收，热
烈地谈未来。他们追求的丰收，有仓廪的
金黄，有鼓鼓的口袋，有乡村文化的斑斓，
有生活环境的惬意，更有年轻人返乡的脚
步。分享丰收、礼赞农民，期待进一步关心
农村、支持农业，持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让农民品尝到更多丰收的甘甜。

让农民品尝到
更多丰收的甘甜

□刘江

9月23日，近两万名农民汇聚在江津区吴滩镇郎家
村，庆祝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办方用稻草、包谷杆、辣椒、包谷、南瓜、麻布、风车、箩
筐、簸箕、板板车等农村丰收元素布展，还原了传统田园集
市的场景。销售区摆满了花椒、江小白、桑葚酒、枳壳、火
龙果、玫瑰花酱、葡萄酒等琳琅满目的特色产品，电商扶贫
更是成为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致力于电商扶贫的江津本土企业——重庆硒牛电子
商务公司的3名男女“网红”，通过西瓜直播、抖音视频，在

现场进行网络直播带货，半天卖了2000多包鲜花椒。益
农信息社和吴滩镇政府分别在现场设立扶贫专区，共组织
60余户建卡贫困户销售自家农产品，有散养土鸡、土鸡
蛋、青蛙、辣酱、有机蔬菜、麻鸭、仔姜等数十种产品。

现场还举办了文艺汇演，用歌曲、舞蹈、朗诵、情景表演
等形式，展示了江津厚重的文化和特色民风民俗。特别是在
文艺汇演接近尾声时，千人齐声朗诵聂帅家书，场面宏大，声
音直入云霄。

（本组稿件由首席记者彭瑜、记者栗园园、周雨采写）

江津 特色农产品摆满田园集市

本 报 讯 （记 者 龙 丹 梅 王 翔 罗
芸 王亚同 张莎）9月23日秋分，也是2019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市各地乡村开展了
饱含土味、乡味、农味、趣味的庆祝活动，广大
农民在田间地头载歌载舞、欢庆丰收、祝福祖
国。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
批复，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
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首个在国家层面专
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庆祝第二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我市紧扣乡村主战
场策划了300多场庆丰收活动，活动内容比去
年更接地气，其中包括非遗展演、采摘比赛、乡
村文化旅游、民风民俗及农事体验、农民采收
运动会、农民丰收歌会、农民创业故事会、送文
化艺术下乡和送健康进村等。

乡村成为“主战场”
处处丰收景象

在今年我市的丰收节活动中，乡村成为
了各地的丰收“主战场”。各区县因地制宜，
结合各地民俗文化、农时农事、地域环境，将
重心下沉到区县乡村的田间地头、农家院
坝、工厂车间，凸显出巴渝大地处处丰收的
景象。

在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隆平五彩田园景区
内，5种颜色的水稻在稻田中拼出了一幅反映宋
代农耕文化的牧牛图·稻田里，当地农民和游客

一起收割稻谷、摸鱼套鸭、田间拔河、丰收搬运，
一派喜洋洋的丰收场景。

在南川区河图镇长坪村，一场“稻田音乐
会”在黄灿灿的稻田里拉开序幕，一曲《我和我
的祖国》引来千人大合唱……

在合川区龙凤镇经堂村，当地的红苕正
迎来丰收时节，绿油油的红苕地里，用黄色
彩旗摆成的“丰收”二字预示着今年是个丰
年。

在黔江区马喇镇，数十名种粮高手在金黄
的稻田里展开了割谷、打谷、捆稻草比赛。

在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地里的花菜、
大白菜、南瓜、酒罐萝卜等十余种时令蔬菜正
值收获期，大伙儿在菜地里开展了一场激烈的
蔬菜采摘大比拼。

在璧山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活动现场，
当地农民用茄子、胡萝卜、辣椒、玉米等瓜果蔬
菜为素材，手工创作了立体国旗、熊猫等蔬果
画，不但形象逼真，且紧扣农民丰收节的主题，
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

渝北区将丰收节会场设置在洛碛镇张关
水溶洞风景区，当地农民搬来了自种的大南
瓜、大冬瓜，一个大南瓜足有四五十斤，烘托出
丰收节火红喜庆的氛围。

大渡口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跳磴
镇石盘村举行，现场组织开展了全区特色农产
品、加工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五彩稻”、大渡口
青花椒、火葱、无公害平菇等时令农特产品纷纷
亮相，引得大家纷纷抢购。

农民“比拼”农活
田间地头欢笑多

庆丰收，当然少不了农活大“比拼”。
南川区河图镇长坪村的活动现场，种粮能

手们挥动着镰刀、怀抱着稻穗，在金灿灿的稻
田里展开了农味十足的割稻谷、挞谷子比赛。

挑南瓜、搓玉米、旱地抛秧、筷子夹黄豆，
璧山区将日常农事中的技巧融入“丰收拉力
赛”趣味竞技中，比的是参赛者干农活的手艺。

稻田里摸鱼，也是门技术活。在巴南区石滩
镇天台村开展的摸鱼捉蛙比赛，激起了大伙儿的
参与热情，眼看着一条条到手的鱼儿从指缝中溜
走，参赛者的狼狈样儿引来现场欢笑阵阵。

沙坪坝区开展的丰收节技能比拼中，田间
拔河比赛的“战利品”是一大块农家土猪肉，这
特别的土味奖品让当地农民和游客参与活动
的热情高涨。

綦江区中峰镇的丰收节活动围绕蜜蜂来
开展，如何在蜜蜂群中找到蜂王、组装蜂箱？
这就需要养蜂能手来比拼一番技能。在养蜂
人的现场指导下，游客也可体验一把采蜜的别
样感受。

铜梁区南城街道黄门村的活动现场，庄严
的稻谷入仓仪式也让观众感受到了浓浓的丰
收喜悦。

南岸区开展了蔬果丰收大采摘、稻田趣味摸
鱼、光脚搬螃蟹、七彩蔬菜面制作、活鸡活鸭等
你套、现场打新米等比赛活动，在注重活动趣味

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进行了宣传推广。

农人说“农事”
明年还要加把劲

丰收节是农民自己的节日，主角当然是农
民，各地热火朝天的活动现场也让不少农人们
鼓足了来年的干劲。

重庆蕙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波是
名“80后”新农人，在江津区李市镇、嘉平镇等
地从事乡村旅游、特种养殖等。王波说，农业是
个系统、复杂的工程，一不小心就会栽跟头，其
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农民自己知道。每年一届的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
农”工作的重视，这也让他更加坚信农业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农民也会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靠着平时干农活娴熟的技术，南川区河图
镇中图村村民何萍在割稻谷比赛中很快便甩
开了不少对手。何萍说，今年是个丰收年，她
家收获了1万多斤稻谷，指望能卖个好价钱。
在家门口举办的丰收节让她信心十足，未来的
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丰收是对汗水的回报，寄托着农民对未
来的美好憧憬。”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新农人
黄炼今年30岁，5年前投身农业，从10亩蔬菜
地起家，如今已流转200亩水稻田和40亩西
瓜地，今年他牵头成立的专业合作社仅水稻制
种收入就达120万元左右，更别说丰收后的收
获了。“搞农业越来越有奔头，明年还要加把
劲。”黄炼说。

欢庆2019中国农民丰收节

重庆推出300多项土味乡味农味趣味活动

重庆三个点的“闹热”直播到全国

今年丰
收节我市梁
平区安胜镇
龙印村、石
柱县中益乡
华溪村、江
津区吴滩镇
郎家村举办
的活动，被
纳入“全国
70 地 庆 丰
收全媒体直
播 活 动 ”，
由人民视频
面向全国联
动直播。

9月23日，梁平区安胜镇龙印村“万石耕春”景区，歌
声嘹亮，农民朋友的歌声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2019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长江三峡（梁平）庆祝活动在这里隆重举
行。

庆祝活动分为龙腾盛世·在希望的田野上、龙腾盛世·
我向祖国报喜、龙腾盛世·我和我的祖国三个篇章。

“我们丰收啦！向祖国报喜！”梁平区优秀农民代表邓

中、姚正勇、李兴平、罗小红、贺志灿等5位新农人走上舞
台，通过直播与全国人民分享丰收喜悦之情。

从梁平走出的去的中国首飞航天员、航天英雄杨利伟
将军也回到了梁平，在他曾经奋斗的地方，与父老乡亲们
一起庆贺丰收。

在庆祝活动上，梁平草把龙还与铜梁龙携手龙舞表
演，共庆丰收。

梁平 龙腾盛世庆丰年

9月23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一大早
村民马培清家的院坝里就热闹起来了。

作为“全国70地庆丰收全媒体直播活动”所在地之
一，马婆婆家的房子被装扮一新，房檐和柱子上挂满了
金黄的玉米棒和火红的辣椒串，楼上栏杆处红纸黑字张
贴着“丰收中国 甜蜜华溪”“向祖国报喜 向祖国献礼”
字样。

十里八乡的村民们也都穿着民族服装纷纷前来凑热
闹。

在全场大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后，土家丢马锣、土
家锣鼓、石柱玩牛等土家传统表演依次登场，将现场气氛

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伴随着观众的欢呼声，紧接着几位干
部、村民代表一齐走上舞台，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我是华溪村黄精种植户花仁叔，我家6亩地全部入
股到村集体经济组织，去年我在村集体务工收入了18000
元，土地分红2500元，我向祖国报喜了！”

“我是华溪村中蜂养殖户刘益洪，今年蜂蜜又丰收了，
钱包更鼓了，我们的生活就像蜂蜜一样越来越甜，我向祖
国报喜啦！”

几位代表依次发言，谈丰收、谈变化，用当下红火的好
日子向祖国报喜，每次发言完毕，院坝里都会响起阵阵叫
好声，大家手里的红旗也摇得分外起劲。

石柱 院坝里享丰收话丰收

9月23日，农民在表演草把龙。 （梁平区委宣传部供图）

蜂蜜丰收了，刘益洪（一排左三）和村民们十分
开心。

记者 栗园园 摄

9月23日，村民们在丰收节的农民趣味运动会上
参加水田拔河比赛。

记者 崔力 摄

普及金融知识 共建小康社会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主题活动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
求，按照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重
庆银保监局、重庆证监局及重庆市网信
办要求，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全面部署，
积极在全辖网点组织开展“金融知识普
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
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主题宣传活动,
引导消费者和投资者理性选择、正确
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自觉抵制网上
金融谣言和金融负能量，共建清朗网
络空间。

营造活动氛围 实现精准宣教

各网点悬挂横幅、张贴海报、摆放
宣传折页，在网点电视播放宣教视频，
在电子显示屏播放宣传口号，积极营
造活动氛围。同时，为充分发挥厅堂
阵地宣传作用，各支行大堂经理、柜
员、理财经理针对不同客户的特点，有
针对性地向进店客户宣传金融知识。

理财经理向客户宣传普及理财基本知
识，并讲解保险的功能作用和保险产
品服务的种类，提升客户运用保险管
理风险的意识，增进客户对保险产品
和服务的了解。柜员在为客户办理业

务的同时，向客户提示风险，提醒客户
不向陌生人转账，不泄露账号密码，保
障自身资金安全。大堂经理为客户宣
传信用卡、外汇、人民币等金融基础知
识和理性借贷知识，引导客户理性选

择、正确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
同时，各个支行利用客户等候时

间，纷纷在网点发起“十分钟金融知识
课堂”活动，向客户发放宣传折页、提
示风险，让客户学到更多的金融知识。

引入数字手段 提升活动实效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利用各类
渠道，将传统媒体、新媒体充分结合，
开展种类丰富的金融知识宣传。一是
微信公众号，发布“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
融知识进万家”主题宣传长图。二是
推出“金融微课堂”微信H5，宣传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非正规校园贷相
关知识。三是平安银行官网宣传，推
送主题海报，吸引客户关注。四是自
助机具宣传，全行ATM机投放宣传海
报。五是短信宣教，向客户发送风险
提示公益短信。六是媒体宣传，通过
《永川日报》发布宣传简讯，扩大活动
影响力。

链接>>

金融知识进校园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连续第五年走
进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金融知识讲座。同时，走进重庆财政
学校、重庆科技学院等院校设置宣传
站点，为学生们解读了保护个人征信
的重要性，并重点讲解了不良校园贷
的危害以及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
金融知识，引导学生们学习金融知识，
防范金融风险。学生们纷纷表示，讲
座内容丰富有趣，自己受益匪浅。

广场集中宣传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走进巴南人民
广场，参加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重庆
银保监局、重庆证监局、重庆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统一组织的大型集中宣传活
动。同时，走进永川渝西广场，设置宣
传站，为广大市民宣传金融知识。工
作人员积极与市民互动，手把手教市

民们新版人民币的防伪妙招，针对电
信网络诈骗、虚假金融广告等违法违
规金融活动，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式、
有针对性地进行案例警示，提示相关
风险，呼吁大家自觉抵制非法金融活
动，增强市民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社区宣传活动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走进网点周边
社区，举办金融知识讲座，在加深与社
区居民感情交流的同时，向风险意识
薄弱的老年人普及金融知识。银行员
工向社区居民发放金融知识宣传折
页，并针对居民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
耐心解答。对人民币知识、防范非法
集资知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进
行了重点宣传，并对银行卡安全、投资
理财等方面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充分揭
示。通过普及金融知识，让社区居民
认识银行、熟悉银行，增强居民对银行
服务的信心，同时提升居民们的金融
素养和风险责任意识。

李海霞

市民踊跃参与活动市民踊跃参与活动

江津区吴滩镇郎家村

梁平区安胜镇龙印村

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