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重庆新闻 7CHONGQING DAILY

2020年4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 向菊梅 美编 李梦妮

本报讯 （记者 周尤）为致敬“逆行
者”，4月23日，市总工会为全市支援湖北
抗疫的1636名医务工作者送上书籍共计
3000余册。同时，重庆市教科文卫体产
业工会委员会向全市医务工作者赠送了
10000张全国工会电子书屋阅读卡。

据悉，2018年以来，市总工会通过
网上工作平台、“渝工娘家人”手机
App和微信客户端等载体开放了“渝
工书香”电子书屋系统，系统中有精品

电子书30300种，免费供全市职工群
众线上阅读。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我市创建了全国工会职工书屋20
家、职工阅读便利站70个、劳模书架
130个，各级工会累计配送图书20000
余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实重庆职
工书屋品牌，引导广大职工‘爱读书
读好书’，推动重庆职工书屋建设覆盖
到全市基层一线。”

重庆1636名支援湖北医务人员
获赠书籍3000余册

本报讯 （记者 张莎）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根据中宣部印
刷发行局和“学习强国”全国学习平台
安排，我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建设“学习
强国”数字农家书屋。4月23日“世界
读书日”，数字农家书屋手机端（强国
号）、电脑端（网站）、电视端（IPTV）同
步上线。

建设“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是
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重要论述、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依托“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丰富的内容资源和庞大的用
户群体，盘活农家书屋优质资源，提升
农家书屋服务效能，为农村党员群众提
供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便捷化的学
习服务。

数字农家书屋强国号下设六大专
栏，分别是：“好书推荐”，精选300本
电子图书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刊
载，推动农家阅读上“学习强国”；“农
技交流”，根据重庆农业特色以及时令
节气，推送农技类、务工类慕课、微视
频在平台展示，推动农家科技上“学习
强国”；“三农信息”，根据农民朋友生
产、销售需求，推送“三农”资讯、农产

品销售等服务信息上平台展示，推动
农家资讯上“学习强国”；“主题活动”，
每年组织开展阅读大赛、主题征文、农
技知识竞赛等2-3次主题活动，推动
农家活动上“学习强国”；“四点半课
堂”，为农村少年儿童搭建网络智慧课
堂，推动全市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上

“学习强国”；“惠民电影”，每周免费推
送、重大节假日每日推送优秀电影供
群众观看，推动农家娱乐上“学习强
国”。用户打开“学习强国”App，在首
页搜索栏输入“重庆农家书屋”，或打
开“重庆”频道订购“重庆农家书屋”强
国号即可轻松浏览。

此外，我市结合大城市、大农村、
大库区、大山区特殊市情以及农村党
员群众信息接收习惯，同步建设了数
字农家书屋电脑端（网址：njsw.cbg.cn）
和 IPTV电视端，打造“三端合一”的
全媒体传播矩阵。作为试点建设的重
要内容，我市还将把“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海量化、多样化学习资源融入实
体农家书屋建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科技科普、中小学慕课（微课）、优秀电
影、信息咨询、新型传播终端“六进”农
家书屋。

重庆试点建设“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
手机、电脑、电视“三端”同步上线，为农村党员群众

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便捷化的学习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韩毅）4月23日
是世界读书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内
多家景区获悉，随着文旅融合纵深推
进、书店业加速转型升级，实体书店也
转场景区，打造复合式阅读空间。

《红岩》《红岩历史诗抄》《小萝卜
头彩绘本》《渣滓洞的故事》……4月
22日，记者在渣滓洞景区看到，因疫
情防控因素，游客明显少了许多，但在
书籍销售点选购图书的游客依然不
少。

“走马观花地游览一下景区，了解
其历史文化不及十分之一，买本书看
看，能让旅程变得更有获得感。”来自开
州区的游客秦泽明一语道破“旅游+阅
读”的消费心态。

重庆红岩文化产业集团负责景
区管理的相关负责人唐玉国介绍，赏
山赏水品文化的游客近年来逐渐增
多。红岩联线下辖各景区把握这一
市场新风口，结合景区文化特质，开
设了针对游客的图书销售点，去年售
书近300万元，仅小说《红岩》就卖了
上万册。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实体书店走进
景区，不仅是景区文化提质的需要，也
是在遭受互联网、电子图书等冲击后，
实体书店业加速转型升级，从经营静态
阅读到追逐动态阅读，打造复合式阅读
空间的需要。

在北碚梁实秋纪念馆，去年10月
底才升级改造开门迎客的雅舍书院，
创新性引进重庆市青年读书促进会，

除免费开放陈列展览之外，还增加了
学术活动、图书阅读、文化创意等新元
素，打造出一个复合式公共文旅空
间。“目前，书院藏书近2万册，涵盖梁
实秋文献及衍生的民国文学，还有一
些绝版书籍。”书院发起人李霜介绍，
该书院营业后，提升纪念馆游客接待
量近一倍，平均不到两个星期就会举
办一次读书会。即便受疫情影响，游
客量锐减，但《雅舍小品》书籍销量仍
不错。

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更是创
新性设立图书漂流亭“共享图书”，
满足游客和周边市民阅读需求，全
免费、无人看守，市民只需扫二维码
登记，即可带走书籍，阅读后通过邮
寄或重返时归还，市民也可把自己
的书放入漂流亭，实现图书共享和
知识传递。“目前，漂流亭有图书数
10个种类，近 1000册，投用 3年来，
累积超5万人次游客和市民借阅，极
少发生书籍遗失现象。”该景区相关
负责人称。

重庆南之山书店创始人成于思抱
着做一场新的城市文化实验的想法，
在南岸区南山风景区内，打造了该书
店。“目前，书店有图书 5万多册，涵
盖文学、社科、经管、博物志等多个类
别。周末日均接待近3000人次，工作
日日均接待超过 500 人次。书店综
合营业收入超过25万元/月，实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于思
表示。

书店现景区 旅游伴书香

□本报记者 黄琪奥

4月23日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
当天，以“行千里 致广大 阅无止境”
为主题的2020年全民阅读暨第十三届
重庆读书月活动正式启动。在接下来
的一段时间里，重庆各公共图书馆、新
华书店以及相关单位将举办超过300
项线上、线下活动，助力书香重庆建设。

首趟“书香重庆”号专列开通

4月23日上午，轨道交通大坪站
内，一列特别的列车缓缓驶入站台，列
车上面充满了书香气息。

这是重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联合重庆轨道集团共同为2020年第十
三届重庆读书月特别设计的“书香重
庆”号专列。不同于普通的二号线列
车，专列主打“书香”牌，不仅在列车的
地板上贴有时尚化的书架和书籍图案，
在列车车厢上部，还专门设置了两个二

维码，市民扫码后，进入“百本好书送你
读”专区，可以免费领取《三体》等图书。

“选择在世界读书日当天开通‘书
香重庆’号专列，就是希望通过轨道交
通，让更多市民感受书香重庆的建设成
果。”重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说，专列预计运行3个月时间，
市民可在此期间“打卡”。

绚丽灯光秀让书香温暖重庆夜空

“妈妈，我想早点回家读书了。”4
月23日晚，在解放碑的重百大楼外，通
过大屏幕观看了由重庆市全民阅读活
动办公室制作的全民阅读宣传视频后，
8岁的小朋友曾心怡对母亲说。

当晚，“阅读之光点亮重庆”灯光秀
在重庆各区启动，从即日起到4月29
日，包括江北嘴九屏、大剧院屏，江北商
圈、解放碑商圈、南滨路LED屏在内的
全市各地标建筑都会通过播放全民阅
读宣传视频，让市民感受重庆在全民阅

读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重庆读书月书展当天也在解放碑

举行。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重
庆新华书店把10万种图书带到现场，
并推出现场付款7.8 折、阅淘网下单
7.02 折等优惠。由于疫情防控的原
因，现场增加了不少工作人员，不时提
醒市民在选书时戴好口罩，并保持一
定距离。

“一直以为今年不会办书展了，在
公众号上看到书展照旧的消息后，我就
第一时间赶来了。”市民汪铮说，和往年
一样，自己在书展上选购了多本心仪的
优惠图书，准备回家慢慢阅读。

重庆新华书店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即日起到5月5日，新华书店还会举办
抗击新冠小知识有奖问答等多项阅读
活动。

“阅读马拉松”请你来参加

4月23日，首届重庆市“阅读马拉

松”线上大赛也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重
庆市教育委员会主办，主要面向全市有
志于全民阅读推广的行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及社会组织等举行，共设“全马组”
和“半马组”两个组别，要求“半马组”上
传的音频不低于10条，“全马组”上传
的音频不低于20条。各参赛单位在喜
马拉雅平台上注册官方认证电台后，即
可参与其中。

一年一度的“重庆读书月·寻找
最美童声”活动也于近日在线上启
动。今年的活动主要面向全市范围
内6至 14岁的在校小学生及家庭举
行，选手们需从“爱中华”“爱社会”

“爱家乡”等主题中选择一个，录制90
秒至 120 秒的诵读视频参赛。诵读
视频经初选、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
后，最终评选出十佳阅读小使者和亲
子阅读家庭。

◀4月23日，40名读者幸运地被渝中区文旅委随机抽选为“爱阅锦鲤”，获得了书店购
书卡及渝中区图书馆分馆消费券等。 记者 汤艳娟 摄

▲4月23日，解放碑商圈，大屏幕正在播放“阅读之光 点亮重庆”宣传视频。
记者 郑宇 摄

开通书香专列 点亮阅读灯光秀
2020年全民阅读暨第十三届重庆读书月活动启动

“五一”假期将至，沉寂的消费市
场正伴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逐渐复
苏，日趋强烈的消费意愿，让“五一”
假期成为拉动消费的绝佳时机。各
地各级政府纷纷在这一时间节点出
台优惠政策刺激消费，各大实体卖
场响应政府号召迅速行动，加大优
惠力度，促销到“底”。

为进一步加速家电消费市场回暖，
本周末，重百电器将提前启动“五一麻
辣派对”，多业态合作的优势成为获取
私域流量的加分项，持续刺激市场释放
疫后补偿性消费潜力。

重百新世纪金卡会员
购苹果11（128G）仅4959元

本周末 4 月 25 日的“麻辣会员
趴”将正式拉开“五一麻辣派对”帷
幕。活动将向重百新世纪的会员独
家开放金卡、银卡、铜卡、普卡专属折

扣，低至6.5折。而且，只要关注重庆
重百商社电器微信公众号，还可以申
领到大队长火锅的无门槛抵扣券。
本周末到重百商社新世纪电器卖场
扫码报名，也可以申领重百电器赠送
的大队长和耙二哥腰片王火锅消费
券。

重百电器相关负责人提醒，消费
者可翻看下自己在重百新世纪的会
员状态，因为 4.25-4.27 期间到重百
电器消费，上百款商品针对金卡会员
执行6.5折，银卡会员执行7折，铜卡
会员执行 7.5 折，普卡会员执行 8
折。其中苹果11（128G）金卡会员的
到 手 价 为 4959 元 ；华 为 P30Pro-
VOG-AL10(8+128G)金卡会员到手
价为3099元；美的破壁机BL1041A
原价999元，6.5折后 649元，即便是
普卡会员，商品优惠后的价格也比网
上便宜。

如果你现在还不是重百电器的会

员，赶紧登录重庆重百商社电器公众
号进行注册，那么你不仅有专属的会
员特价外，还会叠加每满 3000元送
200元提货卡，满额再送好礼的丰厚福

利。同时，重百电器还携手美的、格
力、海尔、松下等大牌电器打造品牌狂
欢盛宴，市场零售价优惠幅度达10-
50%。

无门槛电器消费券
市民可继续申领

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全市
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渐恢复正轨。作为
一家与民生和消费息息相关的责任企
业，重庆百货踊跃响应部署，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整合电器、超市、百货、汽
贸、家装、餐饮、摄影、亲子早教、医疗
等众多跨行业商家平台，继续向市民
发放总额超千万的消费券，据悉，该消
费券将持续派发到“五一”节。

另外，重庆百货电器事业部倾力
打造的社交电商平台——重百创客，
为品牌方以更低的成本精准触达用户
提供了平台。4000多个知名品牌，8
万多种商品，有100多万名会员和上
千个线下门店网点作为销售通路支
撑。从生鲜到家居日用，重百创客充
分发挥全场景零售布局优势，有效搅
动了社交电商市场。成为重百创客合

伙人，自买省钱，分享赚钱，借助全民
营销的热潮，重百创客还将持续为消
费者打造“身边的重百创客”，满足消
费者多样化的品质需求，持续深化流
量变现，引领社交电商未来。

“买东西最重要的是质量和售后。
我们在重百买了几十年的东西，放心！”

“消费券没得门槛，普通消费都可以参
加，重百很有诚意！”“疫情还没完全解
除，重百的活动搞得丰富，让我们过节
找到了一项‘耍事’。”“实体店看货，网
上下单，送货上门，特别方便！”……面
对重百推出的系列活动，消费者给予了
热烈的响应和积极的评价。

应广大消费者要求，重百延长、增
加了电器消费券派发的时间和数量。
领取重百消费券，可随时关注公众号

“重庆重百商社电器”。

谢恒
图片由重百电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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