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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 张莎 汤
艳娟 颜安 通讯员 邬姜 丁敬清）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各地开
展了“吃重庆小面、庆祖国华诞”新民俗
活动。

南岸
小面大师上演“面”上功夫秀

“久闻重庆小面大名，没想到这次真
的吃到了正宗的重庆小面。”9月30日，
南岸区邀请了10位重庆小面大师，在

“网红打卡点”南滨路龙门浩老街举办
“吃创意面”活动。10款创意十足的特
色重庆小面，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别
开生面的“面”上功夫秀。

“彩电面”创始人、下岗女工张绍芳，
中国烹饪大师董渝生及其徒弟，渝菜大
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波等大师
们拿出绝活，烹饪特色重庆小面，精湛技
艺让在场的市民和游客叹为观止。重庆
小面、姜鸭面、牛筋面、白切鸡面、泡椒腰
花面等10种具有独特重庆口味的面条，
一碗碗色香味俱全，让大家赞不绝口。

南岸区一负责人表示，10月1日-
10月7日期间，将组织150余家餐饮企
业开展南岸区吃重庆小面新民俗系列活
动。只要到参与活动的餐饮企业就餐，
每桌顾客可获赠一碗特色“国庆面”，只
要到参与活动的小面馆就餐，70岁的客
人或10月1日出生的客人可免费获赠一
碗特色“国庆面”，共同为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庆生。

九龙坡
免费为国庆生日市民送“国庆面”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九龙坡
区13家特色餐厅和6家知名小面馆联合
在国庆期间推出“吃重庆小面、庆祖国华
诞”活动，来表达对祖国的祝福。10月1
日当天，凡是今年10月1日至7日满70
岁市民或 10月 1日出生市民（凭身份
证），在参与本次活动13家特色餐厅和6
家特色面馆消费，将获赠一碗精心制作
的特色“国庆面”。

与此同时，在10月1日-7日期间，
参加活动的6家小面馆还将开展吃“国
庆面”优惠活动。10月1日中午，他们还
将为当天在杨家坪商圈内作业的环卫工
人送上一碗“国庆面”。

江北
10万市民同吃“长寿面”

9月30日中午，江北区双溪敬老院
一派其乐融融：十余名志愿者烹制了一
碗碗香气扑鼻的“长寿面”，毕恭毕敬地
端到63位老人手中。

当日中午，江北区辖区各单位、企
业、学校等同步开展了这项新民俗活动，
共有十万市民享用了热气腾腾的重庆小

面，庆祝新中国70华诞。江北区政府食
堂的面食区域，厨师们还将桌子摆成

“70”字样，数百名干部、职工同吃“长寿
面”。

江北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庆长假期间，该区还将开展“吃重庆小
面、庆祖国华诞”新民俗活动，倡议更多
市民通过品尝国庆寿面活动，抒发爱国
情怀，强化爱国之志。

奉节
千人吃小面共贺新中国70华诞

9月30日晚，奉节县夔门印象人山
人海，歌舞欢腾。以“小面大爱·祖国
万岁”为主题的“吃重庆小面、庆祖国

华诞”国庆新民俗活动在这里举行。一
排排展开的桌椅座无虚席，工作人员将
一盆盆冒着热气的小面端上桌子，上千
市民就着一碗碗麻辣鲜香的重庆小面，
畅谈美好生活。

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外地
工作，这次是趁着国庆假期回来陪陪家
人，“今晚在这里共吃‘国庆面’，恭贺新
中国70华诞，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
盛国泰民安。”

“积极倡导‘吃国庆面、抒爱国情’新
民俗，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吃国庆面活动
中升华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感受
新民俗的独特魅力。”奉节相关负责人表
示。

同吃爱国面 共抒爱国情
重庆各地开展“吃重庆小面、庆祖国华诞”新民俗活动

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有
了吃长寿面的民俗。所谓长寿
面，就是生日吃的面条，也叫作
庆生面。过生的人吃，长长的
面条，象征寿命绵长；过生的人
请家人和客人吃，象征大家都
期盼健康长寿。

有记载说，毛泽东每年过
生日，就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
长寿面。

过生日为什么要吃面条
呢？相传汉武帝有一天与众大
臣聊天，谈到人的寿命长短。
汉武帝说：“相书上讲，人的人
中长，寿命就长。若人中一寸
长，就可以活到一百岁。”大臣
东方朔听后大笑了起来，众大
臣都怪他对皇帝无礼。东方朔
解释说：“我不是笑陛下，而是
笑彭祖。人中一寸长，活一百
岁，彭祖活了八百岁，他的人中
就应有八寸，那他的脸该有多
长啊？”众人听后也大笑起来。
随着这一传说的流传，人们真
的以为人中长、面孔长，人的寿
命也长。由于“面孔”的“面”与

“面条”的“面”音同字同，于是
民间便拿吃长面条来象征脸面
长，并以此祈求长寿，因此就有
了生日吃面条的习俗。

吃长寿面，最好配上鸡
蛋。鸡蛋能孵出小鸡，是生命
的象征。与长长的面条配合起
来，蕴涵着人们对长寿的期盼
和祝愿。有些地方吃鸡蛋时，
还要把鸡蛋煮熟剥了皮，在脸
上滚一滚，然后才吃，这叫“滚
运”，象征着在新的一岁里好运
滚滚而来。

生日要吃长寿面，亲友们
往往把长寿面作为生日馈赠的
常选礼品。过去，一些富裕人
家凡遇亲友大寿，则派人送去
一大筐寿面。寿面的长度多在
三尺以上，一般要凑成双数。

摆放寿面时，先要将寿面装成
一圈圈的面束，盘成高高的塔
形，给人以高耸的感觉，然后在
顶上插上寿字，外面再罩以红
绿缕纸拉花，隐喻做寿者福星
高照，寿运绵长。

过去，面条是中国人的上
等食品，一般人不可能经常吃
到，生日吃面条也是打牙祭。
随着经济的发展，吃的日益丰
富，面条天天都能吃了，长寿面
就开始淡化。如今人们过生
日，很少专门吃长寿面了，其地
位已被生日蛋糕所取代。但
是，近年来，不少地方却时兴起
新民俗，那就是国庆节阖家吃
长寿面。

国庆节前夕或者国庆节
早上，一家人团聚，大人小孩，
一人一碗长寿面，庆贺新中国
诞辰，祝福中国繁荣富强。长
寿面里要有番茄，红红的番茄
象征我们祖国红红火火。长
寿面里要有煎制的荷包蛋，圆
圆的荷包蛋象征中华民族团
团圆圆。长寿面里要有青葱
来点缀，绿绿的青葱象征各项
事业欣欣向荣。讲究的，还要
用火腿肠什么的拼出一个数
字，表示新中国成立了多少
年。

这样的民俗，有的地方又
发展为一个村组或一个社区的
百家宴。国庆节前，大家团聚
在一起合吃长寿面，庆贺好日
子越来越好，祝福新中国万寿
无疆。

国庆节吃长寿面的新民俗
虽然才开始兴起，但反映了中
国人对祖国的热爱，对幸福的
向往和对未来的信心，一定会
不断普及，成为新传统，世世代
代往下传。

（作者系民俗专家、地方史
专家）

国庆新民俗
阖家长寿面

□ 李正权

审时度势
将“委员帮村”作为履职抓手

荣昌，成渝城市群新型战略支点，
承川东启渝西的桥梁。

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客观的区情区貌，
荣昌呈现出“大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
顺势而为，“三农”问题自然成了区委区政
府的中心工作之一，也是区政协协商民
主、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之重心所在。

经荣昌区政协党组会、主席会等商
议，报区委同意后，“委员帮村”行动井
然有序地开展起来。

所谓“帮村行动”是指以荣昌区政
协各专委会、片区小组为基础，发挥委
员的主体作用，在“农村精神文明、生态
环境建设、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精准脱
贫攻坚”等方面谋规划、出点子、帮协
调、干实事。

为何推行“委员帮村”行动？
“‘委员帮村’行动是审时度势，适

应发展的需要。”陈震说，这是深入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需要。党的十九大
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作出
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
开启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征
程。符合重庆和荣昌发展的需要——
重庆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在农村，最大潜力和后劲也在农
村，更是当前改革发展的“主战场”之
一，荣昌尤为如此。与市政协履职实践
活动同步——“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委员
履职尽责实践活动是本届市政协开展

的一项创新工作，其中，围绕“城乡特色
美”履职尽责是一项重点任务，荣昌区
政协需要有一个抓手和主题，将市政协
开展的履职实践活动贯彻落实到具体
工作中去。政协开展此项工作有优势
——政协汇集了各党派、各团体及各界
人士等，具有代表性强、联系面广、覆盖
面宽等优势，有能力在区委领导下共同
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也是让委员
到“最后一公里”去寻找建言献策的源
头和根本。

“只有到基层去，委员们才能真正
汲取需要的养分；只有到基层去，委员
们才能增添为民服务的动力；也只有到
基层去，委员们才能找到建言献策、破
解难题的方法！”

探索创新
依托“3+N”平台开展六大行动

“委员帮村”行动如何开展呢？答
案是，主要依托“3+N”平台，开展“六大
行动”。

“3”即委员工作室、“两代表一委
员”工作室、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

（所）；“N”即根据帮扶村（社）需要，结合
各专委会职能，定期开展各类帮扶活
动。

今年以来，荣昌区政协积极探索委
员日常履职的有效形式，在6个镇街辖
区村（社）依托委员专长，以委员个人名
义设立12个“委员工作室”，全天候开
展联系服务群众活动，收集反映社情民
意，协调解决问题困难。

与之匹配的是，重点开展“六大行
动”。通过协商议政监督、对口结对帮
扶等形式，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助推
脱贫攻坚；聚焦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和解决出行“第一个一百米”，开
展助推打造便捷交通行动；聚焦农业产
业提质发展，开展助推产业振兴行动；
聚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开展助推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行动；聚焦繁荣发展
乡村文化，开展助推乡村文明建设行
动；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助推
山清水秀美丽乡村建设行动。

共识在凝聚，行动在推进，保障在
进行。

要做好“委员帮村”行动，制度保障
必不可少。首先是充分发挥政协协商

议政监督平台和职能优势的作用，加强
对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群众的思想
引领，激发他们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热
情，引导他们尤其是政协委员积极投身
到新时代“三农”工作中；其次是在组织
上统筹推进、分步实施，前期在区政协
班子成员联系镇街选择1-2个村（社）
开展形式多样的帮扶活动，“先点后面”
逐步推开，力争帮出实效、做出特色，形
成和建立长效的帮扶机制，发挥好政协
领导班子成员的示范作用、专委会和片
区委员小组的基础作用、委员的主体作
用。

成效明显
凝聚乡村振兴的广泛共识

委员走进基层，融入群众。与农户
谈“幸福”，与留守孩子对话“成长”，与
大学生村官交流“青春与责任”，与特色
农业大户聊“生意经”……将信息和困
难汇聚，为协商民主、参政议政掌握“第
一手”资料。

不仅如此，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将“帮村行动”落到实处，真真切切为老

百姓办实事，让建言献策从“嘴上说到
实在干”。

通过民主协商和直接帮扶。荣昌
区铜鼓镇刘骥村的花椒，实现产业化发
展；双河街道排山坳社区居民用上清洁
的天然气；峰高街道石盘村便民服务中
心硬件设施“从无到有”，村会议室安装
了LED显示屏，空调挂机、柜机各一台
及电脑4台；盘龙镇藕塘村小学硬件条
件差，委员们向学校赠送体育用品和图
书、书包、笔、书等；清升镇古佛山社区，
委员们协调解决了2户贫困户低保问
题，为一低保户筹集了5000元的危旧
房改造资金……

截至今年9月，荣昌区政协先后在
9个村（社）开展了捐资助学、产业帮扶、
政策宣讲等活动254人次,捐助金额累
计超过200万元，帮扶了贫困户178户，
帮助村（社）和群众解决出行、饮水、住
房、医疗、就业等生产生活困难 165
个。围绕农业农村工作开展调查研究
128人次，促进“三农”工作占提案、社情
民意的比例明显提高，提出的加快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发展、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加快农村公路及人行便道建设、
加强水库水源保护等建议得到荣昌区
委的充分肯定和采纳。

推行‘委员帮村’行动以来，荣昌区
政协还收获了五个方面的成果包括：激
发了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积
极投身农村主战场的热情；统筹协调各
级各部门形成了共建共享、共同推动乡
村振兴的合力；引导农民群众坚定了实
现乡村“五个振兴”的信心，调动了他们
参与性；打造了政协工作的品牌，切实
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贡献了政协
智慧和力量；推进政协工作向村社延伸
和拓展，进一步提升了政协工作在基层
的影响力。

“委员帮村”行动是“万里长征第一
步”，未来之路任重道远，需要更大、更
深、更广的智力支持和物质投入，荣昌区
政协将积极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
作，深入基层察真情、建诤言、出实招，加
强政治思想引领、广泛凝聚共识。

秦勇
图片由荣昌区政协提供

让建言献策从“嘴上说到实在干”

荣昌区政协“委员帮村”行动落地

用脚步丈量民情，以
行动服务民生。

去年开始，荣昌区政
协制定了“委员帮村”行
动的五年计划，并作为本
届区政协履职尽责的重
要抓手，也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重要实践。
沉下去，让社情民意浮上
来；俯下身，揽群众疾苦
于胸中。

“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地写出优秀提案，才能传
递百姓声音，更好地服务
党委、政府的决策。”荣昌
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
震说，“委员帮村”行动就
是让委员们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建睿智之言，急群
众所急，献务实之策。

数据最具说服力。
截至今年 9 月，荣昌区政
协先后在9个村（社）开展
捐资助学、产业帮扶、政
策宣讲等活动 254 人次，
帮扶贫困户17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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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区政协委员刘鑫为清升镇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荣昌区政协委员刘鑫为清升镇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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