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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胡雨彤）“重庆的天际线太迷人
了！”8月3日，英国人阿里克斯在南
岸区一家酒店望着窗外的渝中半岛
感叹道。阿里克斯和美国人马特是
受邀来渝参加“放心中国游——
YouTuber海外大V拍重庆”活动的
第三组视频博主。当天，他们接受重
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重庆这座城
市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他们已经深
深爱上了它。

“在阿里克斯和马特之前，已有
两组视频博主来渝拍摄，他们正持续
发布拍摄于重庆的视频，推介重庆丰
富的文旅资源。”重庆文旅国际传播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一周时间
里，阿里克斯和马特已经游览了奉节
白帝城、三峡之巅、小寨天坑等景区，
还打卡了洪崖洞、来福士探索舱观景
台、礼嘉智慧公园等主城景点。

阿里克斯和马特已在浙江生活
多年，在他们眼中，重庆的城市景观
具有层次感，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魅
力。在接受采访时，他们频频用
amazing（令人惊喜的）、interest-
ing（有趣的）、unique（独一无二的）
等词汇形容在重庆游玩的感受。“重
庆像一座未来之城，给我们带来了很
多惊喜。”阿里克斯说，重庆和江南水
乡都是河流密布，但重庆的江河更加
让他感到震撼。“重庆处处都是迷人

风景，让我感受到重庆发展的脉搏和
浓厚的生活气息。”

马特酷爱火锅、串串等重庆美
食。对他而言，品味色香味俱全的重
庆美食是一种享受。他还是位探险
爱好者，攀登过珠穆朗玛峰，也曾深
入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洞穴越南韩松
洞探险。此次重庆之旅，他非常留恋
在奉节三峡之巅、小寨天坑的旅程，

“这些景观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伟
力。”

重庆的现代都市气息也令他们
印象颇深。站在来福士探索舱观景
台250米高空，阿里克斯拍摄了延
时摄影作品，记录重庆山环水绕的
迷人风光。马特则表示，在观景台
上目睹城市被灯光点亮，仿佛看到
无数棵圣诞树被挂上了彩灯，这样
的夜景绚丽多姿，为重庆披上了时
尚的外衣。

3日上午，两人还来到礼嘉智慧
公园体验智慧美好生活，感受重庆大
数据智能化发展的蓬勃态势。“在智
慧公园，我体验到刷脸支付和智慧家
居的便捷。”阿里克斯说，相信会有越
来越多的智能化设施融入市民生活，
让生活更加精彩。

据悉，阿里克斯和马特离渝后，
还将有多名知名海外YouTube博
主相继来渝，用精彩视频助力重庆旅
游在世界旅游市场焕发更多光彩。

海外大V重庆之旅收获颇丰

“这里处处都是迷人风景”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不久前，江津区石蟆镇正林村村民
周勇一家从土瓦房搬进了三层楼的小楼
房。邻村的辛绍华两口子，靠上树摘橄
榄月入2万元，正考虑承包一片橄榄地，
再培养几个采摘工。

“我们全靠何小妹引路致富！”两人
口中的“何小妹”是江津区淘家乡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春梅。这名90后
妹子刚被市文明办评为“重庆好人”。

让家乡橄榄走出“深闺”

有着500年橄榄种植历史的江津石
蟆，被誉为“橄榄之乡”，种植橄榄面积达
7万多亩。这些如今带来财富的橄榄，
在5年前压根不值钱。

2015年夏天，何春梅回老家石蟆
镇，发现家乡的橄榄缺乏销路，很多老百
姓都在忍痛砍树。“这不应该呀！橄榄能
生吃、能泡茶、能泡酒、还能做菜……”何
春梅上网一查，发现当地卖不出去的橄
榄，在网上市场需求还挺大，一斤能卖到
好几块。当时，全国种橄榄的地方不多，
在网上卖橄榄的更少。

“酒香也怕巷子深，不拓宽销售渠
道，石蟆的橄榄始终‘深藏闺中无人
识’。”学电商的何春梅决定辞去城里的
工作，回家乡开网店，帮助乡亲们走出困
境。

通过不断摸索，何春梅掌握了橄榄
的采摘、清洗等技术，以及电商发货、客
服、运营等流程，还亲自对种植户开展管
护培训，引导村民加强品控。原本滞销
的石蟆橄榄，被何春梅盘活了。

截至2019年，石蟆镇橄榄年产量
450万公斤，新鲜橄榄线上销量达74万
公斤，当地几百户橄榄种植户搭上了互
联网+产业振兴的“致富快车”。

种植户周勇家有十多亩橄榄地，以
前一年只有一二万元收入。现在每年产
出3万多斤橄榄，年收入有十多万元。
今年，他们一家搬进了漂亮的小楼房。

带村民干上“新职业”

7月28日，在何春梅的橄榄基地工
厂内，十几名工人正对橄榄打包装车。
从现在起到明年3、4月是橄榄销售旺
季。记者在基地见到，待发货的橄榄个
头、颜色、形状统一，偶有几个表皮花纹、
大小不一的，都被工人分拣出去。

“我们的橄榄都是人工采摘，坏果率
很低。”在何春梅指引下，记者找到正准
备作业的采摘工辛绍华。

只见他背着网兜和绳索，先沿着树
干利索地往上爬3米多，再在橄榄树的
主干、支干找到合适的点位，用绳子拴牢
形成受力点，脚踩在绳子上，就开始摘橄
榄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遇到手够不
到的果子，他会用棍子轻轻拍打树枝，另
一只手举着网兜去接。

何春梅告诉记者，橄榄树高而直，不
便于果子采摘，原先村民们都是通过老
办法，用长长的竹竿把橄榄从树上打下
来。“这样采橄榄的速度快是快，但打下
来的果子很容易坏，保存不了多长时间，
也就卖不起价。”

开网店初期，20几岁的何春梅拿出
小时候的“看家本领”，三蹬两蹬爬上树，
亲手摘果。可随着橄榄订单越来越多，
光靠何春梅夫妻俩已经采不过来，于是
她考虑“招兵买马”。

2017年，曾从事高空作业架子工的
郭坪村村民辛绍华成为了何春梅的首批
固定采摘工。

辛绍华说，他和妻子一人一天能摘
橄榄 500 斤左右，每天收入 500 元到
800元，“旺季时月入2万元轻轻松松”。

在石蟆镇，还有不少返乡农民工。
何春梅找到他们，免费培训、包吃包住。
现在，她已培训出近百名橄榄采摘工人，
每天都有十几人为她采摘橄榄。

吸引年轻人返乡让村子更“年轻”

“现在的橄榄核还没有硬，很容易泡
出味道。夏天到了，喝杯江津石蟆的橄榄
水降降暑吧！”20岁出头的黄娅正在橄榄
基地直播带货。对黄娅来说，橄榄基地更
像自己的电商课堂。在这里，她从打字开
始学起，现在已经熟练掌握电商运营的
售前售后流程。她渴望着早日出师，像

何春梅一样创造属于自己的销量奇迹。
橄榄、花椒、李子、红糖……打响名

气后，何春梅正着手将更多农产品变成
网货，让大山深处的土货与全国大市场
有效对接。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何春梅
成立了聚乡村扶贫直播电商团队，在微
店、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直播带货，销
售额已达300万元，仅抖音粉丝就有23
万之多。

“石蟆是江津农业大镇，物产丰富，
不仅有橄榄，还有富硒大米、蚕桑、生态
猪、土鸡土鸭……”27岁的罗江琴原本
在浙江一公司做白领，见老家电商产业
基础好，也回到家乡闯一闯“云市场”。

“我们农村变‘年轻’了！”许多细心的
当地人发现，近两年，越来越多像黄娅、罗
江琴这样的“小年轻”在村里“上蹿下
跳”，让一度沉寂的小山村焕发出活力。

何春梅的创业精神和致富经历使越
来越多年轻人效仿，许多在外地学习或
工作的大学生都回到家乡开网店。据不
完全统计，在何春梅带动、支持下，石蟆
镇从事农产品电商的已有300多人。

90后“何小妹”带领村民种橄榄做电商

她让“橄榄之乡”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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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阿里克斯（左）和马特（中）在洪崖洞前打卡。
（重庆文旅国际传播中心供图）

重庆15名选手组队参加全部赛项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
义的暑假，我市多所学校积极创新，设置
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花式”暑假作
业：去书页间旅行、做一次义工、组织一场
家庭竞赛……来看看孩子们完成得怎么
样。

特色暑假作业让孩子脑洞大开

谢家湾小学四年级学生王颢霖每天
都会做一个暑假作业——观看新闻联
播。看到洪水相关新闻时，他脑洞大开，
提出了要建造一台能够检测洪水生成并
且能够及时吸走多余水量的机器，于是妈
妈抓住机会引导他多读科普读物。

除了以阅读训练、习惯养成为主的
暑假作业，谢家湾小学还以学生生活情
境为依托，根据学生的年龄段，设置了
观看新闻联播、创编曲子、学习PPT等
可供选择的特色实践作业，让孩子们在
实践中成长。

巴蜀书院的孩子们开启了包括阅读、

劳动、兴趣活动在内的趣味暑假生活。三
年级九班的学习小组共同体，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兴趣活动，孩子们有
了健康、阳光的社交平台。人和街小学则
从防疫、阅读、运动、劳动、安全五大方面
入手，为学生定制了特色暑期生活。

多样化学习途径广受家长好评

王颢霖的妈妈对孩子的暑假作业十
分认可：“如今孩子的书面作业少了，更
多的是复习巩固、习惯养成方面的作
业。合理的作业设置能让孩子在休息时
保持学习、探索的状态，全方面培养孩子
的能力。”

越来越多基于核心素养的“花式”作
业，让学生跳出书本思考，带着问题实践，
强调对孩子动手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和对
知识运用能力的锻炼。这不仅仅是作业
形式的改变，也显示出越来越多学校更加
注重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
养。 王小寒 黄丹

“花式”作业玩转暑假

西式面点师项目参赛选手正在进行冲刺训练

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本月11日在山西开幕

为发挥职业技能大赛在推进技能扶贫工
作中的引领示范作用，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主
办的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将于8月11日在
山西举行。

日前，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召开赛前动员
会，对技能训练、备赛参赛以及现场展示等多
项工作进行部署。

选手均来自建档贫困家庭

此次大赛是我国首次围绕扶贫主题举办
的职业技能赛事。它与以往的技能大赛相比
有何不同？据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比赛项目设置重点考虑贫困地区
劳动力从事较多的职业（工种），包含电工、钳
工、钢筋工、砌筑工、家政服务员、餐厅服务
员、西式面点师、电子商务师8个比赛项目。
我市共组织15名选手参赛，他们均来自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含已脱贫），将参与此次大赛

的所有比赛项目。
据悉，大赛举办期间还将同步举行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先进事迹报告会和“技能中
国行——走进山西”技能展示交流活动，以及
各省市在职业技能竞赛方面的业务交流活
动。在技能展示交流活动中，重庆将展示单
大琼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精美刺绣作品，正刚
骨科医院的技能大师邵勇也将现场展示保健
按摩技术。

加强训练进行最后冲刺

距离大赛还有一周的时间，西式面点师
项目参赛选手、重庆现代职业技师学院学生
吴艳洁正在教练的指导下反复尝试、调整，向
大型装饰蛋糕的造型难点问题发起攻坚。吴
艳洁说：“学好一门技能如同读好书一样重
要。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展现自我价值，也希
望让更多人了解技能、重视技能。”

同样在紧锣密鼓备赛的，是同时具备砌
筑工项目教练和裁判双重身份的重庆建筑技

师学院教师傅正荣。他既要对选手进行强
化、模拟训练，也要与裁判团队商讨合适的比
赛内容，确保所有选手都能赛出水平。傅正
荣认为此次大赛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有
利于走出学校，学习东部地区的人才培养经
验。

8月8日，重庆代表队将启程前往山西大
同参赛。届时，重庆日报客户端教育频道将
推出“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重庆特写”栏
目，直击现场，记录选手风采，亮出重庆成绩。

去年培训贫困人员8.6万人次

技能扶贫是此次大赛的关键词，旨在推
动贫困地区劳动者学习技能、掌握技能，实现
以技能促就业、助脱贫。在技能扶贫方面重
庆有哪些实打实的举措？效果如何？

据悉，我市每年开展100场以上技能进

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推动技能扶贫、技
能成才、技能报国，让10万人认识技能、感受
技能、体验技能，向1万人传授技能，帮助50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残疾
人通过培训实现就业。2019年全市技工院
校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2866人，现有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在校生7827人。同时还
坚持精准扶贫和就业导向，创新订单式组织、
菜单式教学、工单式就业“三单式”培训模式，
去年我市人力社保、扶贫等部门共培训贫困
人员8.6万余人次。

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谢辛表示，为强力
推进技能扶贫，打好扶贫脱贫攻坚战，市人力
社保局始终保持不停顿、不松懈、不大意的状
态，确保扶贫培训应训尽训、技校扶贫招生应
招尽招、补贴待遇应发尽发。

王小寒 黄丹
图片由重庆现代职业技师学院提供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牵头组建双城经济圈财经职教联盟

近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财经职业教育联盟”成
立大会分别在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和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双城双会场”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该联盟由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共

同牵头，联合近90家财经领域大中型企业、20余家行业
协会（学会）、30余所成渝地区中高等职业院校组建成
立。作为牵头学校之一，近年来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积极
行动，制定《建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
展工作机制的方案》，与四川省教育厅对接沟通，2020
年在四川计划投放高职招生指标300个，同时启动了

“一带一路”国际商学院前期筹备工作，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何霜

重庆幼儿师专
邀请西南大学专家团队进校指导

近日，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邀请西南大学教
育学部部长朱德全教授专家团队到校指导项目建设，双
方就如何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指导项目建设、提升人
才能力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共识。

“构建乡村幼师培养体系、塑造卓越乡村幼师品牌”
是幼儿师专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试点重点项目，是进
一步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新常态，落实市
委、市政府“重点办好重庆幼儿师专”要求的有力举措。
朱德全教授从项目目标与模式、卓越性与效益性、方法
与创新、影响与成效等方面提出了专业见解。未来，学
校将推进项目建设落地落实，加大库区乡村幼师培养，
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教育力量。 文秀月

南川区教委
暖心！贫困儿童收到爱心礼物

近日来，南川区涌现出不少大学生关爱贫困儿童的
事迹。

从7月开始，初一学生小燕每个月会准时收到来自
大学生崔蓝月的爱心礼物——150元资助款。崔蓝月
2016年从南川的高中毕业，现就读于南昌大学，虽然她
很少回家乡，但她一直心系家乡的贫困儿童。今年6
月，通过偶然机会她了解到小燕家庭困难，父母在外打
工，照顾小燕的爷爷奶奶身体不好，还拖着个2岁的妹
妹，就决定省吃俭用，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每月挤出150
元帮助小燕。进入暑假以来，崔蓝月每周都会抽时间和
小燕电话聊天，给小燕介绍学习方法，帮助她树立远大
志向，姐妹俩在相互勉励中共同成长。

据南川区教委介绍，类似崔蓝月这样自觉助力贫困
儿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社会各界关注贫困儿童的人也
越来越多，汇聚成更多爱的力量，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成
长。 陈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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