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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供电 以“星级服务”保障农家乐平稳经营
“我们是一群老顽童，来到长寿湖

农家乐，跳舞走秀又唱歌，一日三餐吃
得好，争取活到一百多岁……”9月21
日，在长寿区长寿湖集贤居农家乐的院
子里，十几名来自主城区的老年游客齐
声朗诵着自编的顺口溜。

集贤居农家乐是一栋带院坝的小
楼房，总共住了20多个前来游玩的旅
客。“电力足，做生意很安心”，提到用
电，农家乐老板袁二很有感触。

长寿湖镇距重庆市中心70多公里，
镇上随处可见来游玩的旅客。袁二回忆
道，早些年前，长寿湖镇还是一个以种植
养殖业为主要产业的传统农业乡镇，当地
村民基本上就是守着田地吃饭，许多村民
都选择了外出打工谋生。

2014年，长寿湖从全市众多候选
景区中脱颖而出，名列“重庆市十大旅

游度假区”，进一步散发夺目的光彩，引
来全国瞩目，变化也接踵而至。

在政府的引导下，袁二成为长寿
湖第一批乡村客栈的经营户，如今，他
经营的农家乐有了4层楼，上千平方
米，客人源源不断。“‘十一’长假黄金
周还没到来，房间都已经提前订满
了”。而这背后，他最大的感慨莫过于
供电的“VIP”服务和优质的电能。

国网重庆长寿供电公司长寿湖供
电所每个月都会按计划开展上门服务，
确保每家农家乐享受到VIP 星级待
遇。如今，长寿湖特色农家乐和客栈多
达80家，1000余人从事旅游及相关产
业，不少农家乐已成了当地响当当的品
牌。而长寿湖电所定期通过细致的用
电检查，加大安全用电宣传，确保农家
乐平稳正常经营。 刘科研 廖晓东

本报讯 （记者 白麟）9 月 2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十八梯传统风貌区
主要建设单位杭州新天地集团获悉，作
为十八梯核心区的传统文化体验区
（AB区）及国潮文创体验区（C区）主体
建筑已经基本完工。

登高而视，一片宏伟的传统风貌建
筑群已经成形。坐落在十八梯主径上

的是传统文化体验区（AB区），这里主
要以巴渝传统民俗文化、巴渝市井文
化、历史建筑文化为基调，未来将打造
集文化休闲、人文观光、餐饮住宿为一
体的开放式文化体验街区。东边紧挨
着AB区的便是国潮文创体验（C区），
这里将利用传承创新的手工艺产品、精
致开发的旅游商品、独具特色的文化
IP衍生品展现国潮时尚文化。

同时，核心区旁的国际交流中心和
生活方式中心（DE区）主体建筑正在
加紧施工，预计今年11月30日以前可
完成。

去年，十八梯传统风貌区首开区受

到专业人士和参观市民的广泛好评，记
者通观新建成的核心区主体建筑，发现
这些建筑依然延续和发扬了首开区的
风格。无论是木构穿斗吊脚楼、青瓦
顶，还是明清与欧式风格糅杂的特色构
筑，如竹编墙、白灰墙、条石墙与“干打
垒”等，均大体还原了十八梯在人们记
忆中留存最深的那些景观元素，贴近本
地市民对十八梯的那份情感。

记者还注意到，虽然工程现场环境
复杂、施工强度很大，但建设方依然对
区内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古树进行了
保护。

“我们特别重视过去的老建筑与历

史片段，尽可能进行了历史还原。”杭州
新天地集团项目现场负责人表示，十八
梯曲折的路径、前后错落又高低不平的
建筑风格，是这个传统风貌区的“灵
魂”，虽然这有可能会给未来大量游客
的通行和集散带来一些挑战，但建设单
位权衡之下，还是决定将最纯粹的十八
梯复原保留下来。

目前，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核心区正
在进行管网及路面垫层施工，同步推进
园林景观及道路的铺装。预计2021年
4月15日前，十八梯所有功能区主体
建筑将全部建设完成，核心区预计将于
2021年6月对外开放。

本 报 讯 （记 者 黄 乔 实 习
生 胡原）9月 21日凌晨1∶00，来自
全国各地的74名留学生乘坐赴英复
学包机 HU7953 从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起飞，启程前往英国曼彻斯特。该
航班由海南航空波音 787 宽体客机
执飞，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内航
空公司执行的首条国际复学包机航
线。

为给来自全国各地的留学生营
造舒适、便捷的中转体验，江北国际
机场与海南航空共同制定了专项服
务保障方案，为搭乘复学包机的留学
生提供“渝悦中转”专享服务，不仅在
航站楼主流程上增设指引标识、安排
专人引导、提供中转休息区，还为来
渝集结的留学生提供免费行李寄存、
免费行李打包、免费餐食券、免费中
转住宿等服务。

此次重庆至曼彻斯特留学生复学
包机全部由海南航空工作人员以电话
外呼的方式，逐一联系校方提供名单范
围内的学生购票。截至目前，海南航空
已在重庆执行曼城—重庆、特拉维夫—

安曼—重庆、喀土穆—重庆等多个国家
任务包机，以及重庆—贝尔格莱德、重
庆—杜布罗夫尼克等复工包机，积极助
力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各地生活逐步
恢复。

据介绍，9月21日至11月15日期
间，将有来自全国约2万名留学生在重
庆集结，分批次乘坐海南航空90余个
航班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英国曼
彻斯特和布里斯托。

国内航空公司执飞的
首条国际复学包机航线从重庆出发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 月 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20年重庆市乡
村学校少年宫培训暨述职考评工作会
上获悉，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在我市实
施已近十年，全市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建设进展顺利，2020年新建中央项目
乡村学校少年宫63所。

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有乡村学校少
年宫中央、市级项目705所，其中，中央
项目541所，市级项目164所，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建设覆盖了我市大部分的乡
镇，并且覆盖了我市国贫县的所有乡镇。

多年来，全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将活
动开展与社会实践、非遗传承、知识科
普等有机结合，通过乡村学校少年宫活

动的开展，千千万万出身贫寒之家的普
通农村孩子，学会了舞蹈、古筝、油画、
足球、机器人编程等特长爱好，掌握了
厨艺、理发、栽种等生活技能，综合素质
得到提升、人生梦想得以照亮，成长轨
迹因此得以改变。

全市乡村学校少年宫还开发出舞
龙、摆手舞、川剧表演、泡菜制作等270
余种适合少年儿童参加、具有重庆地方
特色的活动，有效发挥了乡村学校少年
宫以乐促智、以技促能、以德育人的作
用，丰富了农村学生课外文化生活。

记者了解到，今年，市财政局将拿出
1200万元财政资金，以“以奖代补”的形
式补助乡村学校少年宫市级运转经费。

1200万元财政资金“以奖代补”乡村学校少年宫

我市今年新建中央项目
乡村学校少年宫63所

□本报记者 张亦筑 王丽

最近几个月，重庆市农科院农产品
贮藏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高飞虎差不多
每个星期都会去武隆，或者到田间地头
调研，或者给茶叶种植户指导技术，亦
或是给当地茶厂“问诊把脉”。

为了推动武隆茶产业发展，他从
2005年开始扎根一线，倾注了大量心
血。看着武隆茶叶品牌越做越响，他心
里也是乐滋滋的。

高飞虎与武隆因茶结缘，而这个
“缘”，在当年也是一个“意外”。

2005年，高飞虎随重庆市科委（现
重庆市科技局）组织的“科技三下乡”活
动来到武隆，为当地村民进行农产品生
产指导，重点涉及牲畜养殖、蔬果栽培
等产业。

当时，当地一个茶叶小作坊的负责
人刘永铧由于缺乏技术，茶叶种植陷入
了困境。他向高飞虎诉苦之后，茶学专

业背景的高飞虎决定去他的茶叶作坊
实地调查，以便“对症下药”。

“武隆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种
植茶叶具有‘高山出好茶’的优势，当地
茶农生产热情也高，家家户户都会种
茶、制茶，但就是缺乏技术。”高飞虎走
访发现，刘永铧的作坊管理方式、车间
设备及加工技术都非常原始粗放，在

“点对点”帮扶过程中，他指导刘永铧更
换设备，改进制茶技术，改造老茶园，建
立新茶园……

在一次指导茶农进行茶树栽植管
护时，高飞虎建议茶农们用台刈技术对
老茶树进行改造。台刈技术，是一种茶
树改造技术，即对衰老的茶树在离地面
约15厘米高处剪掉其全部枝干，重新

培养树体骨架和树冠。
听说要对茶树进行大刀阔斧地修

剪，茶农不乐意了，很多人认为：这样茶
树种不活，会死！“茶树死了我负责。”高
飞虎多次拍胸脯保证，茶农们才将信将
疑地采用了他的建议。

没想到，茶树非但没有死，产量还
翻了番，茶农们顿时心悦诚服。后来，
整个武隆上千亩茶树都推广起了台刈
技术。经过5年左右的发展，当地的茶
产业有了很大变化。

2009 年以前，武隆主要是做绿
茶。然而绿茶难做，市场竞争大，相比
之下，红茶附加值更高，高端红茶甚至
可以卖到上万元一斤，中端红茶也是两
三千元一斤。为此，在高飞虎的建议之

下，武隆开始了“绿转红”。
为了增加茶农们的信心，他亲自制

作了一部分茶样，送到当时正在永川举
行的“国际茶文化节”进行评选，不曾想
竟一举摘得金奖！这个结果让茶农更
加积极。如今，“仙女红”已经成为武隆
茶叶的第一品牌。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飞虎仍
然克服了诸多困难，奔赴武隆指导春茶
生产、加工，编写《疫情防控期茶叶生产
管理技术要点》等，确保疫情期间武隆
茶叶正常生产。

“如果不把茶叶种好、制好，它就只
是一堆叶子。只有通过产业化发展，产
出优质精良的茶叶，才能让茶农跟着
干，得到实惠。”高飞虎说。

市农科院农产品贮藏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高飞虎：

15年扎根武隆 让高山产出好茶

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故事

本报讯 （记者 王丽）9 月 21
日，由市科协、市教委联合主办的2020
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日院士专家科普校
园行活动在重庆市第十八中学校（铁山
坪校区）启动。活动期间，来自我市院
士专家科普讲师团的10余位专家学者
将走进5个区县中小学校、相关社区和
单位开展30场科普报告会。

受邀来渝的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
团专家成员董景新、焦国力两位专家，
分别在重庆第十八中学校（铁山坪校
区）和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校为在
校师生作专场科普报告会。

北斗系统之前人们靠什么指路？
卫星系统如何定位导航？董景新以《中
国北斗—天上的指路神杖》为题，为重
庆第十八中学校（铁山坪校区）师生讲
解了北斗系统“诞生”过程、基本构成及

作用，结合中国航天发展的历史，为在
场学生勾勒出航天强国发展之路。董
景新还与同学们就北斗系统的日常应
用展开互动交流，激发起同学们探究北
斗系统的兴趣。

在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校，焦
国力以《航空母舰的秘密》为主题作专
题分享，介绍航母是最具争议的武器，
是“保镖”最多的武器，也是最难驾驭的
武器。

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我市院士
专家科普讲师团的专家还将赴江北区
华渝实验学校、行知学校、玉带山小学、
华新实验小学等9所学校，为师生们带
来《科学创新与探究——从身边事物的
小改造开始》《植物是怎样生长的》《儿
童青春期性教育发展为视角》《趣味物
理》等科普讲座。

重庆市全国科普日
院士专家科普校园行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王翔）9 月 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20中华山水茶道文化节将
于9月 28日在巴南区拉开帷幕。届
时，巴南区将举办南温泉灯会、温泉文
化论坛、川渝茶叶展示及农特产品展
销、创意短视频及摄影大赛等系列活
动，邀请广大市民到巴南游巴地、赏巴
景、住巴居、品巴味。

届时全面提档升级的南温泉将掀
开面纱，花溪游船、南泉飞瀑、仙女洞
等景点重新对外开放。作为本次山水

茶道文化节的“重头戏”——南温泉灯
会将在9月28日晚正式亮灯，灯会观
展时间会持续至2021年2月底，贯穿
中秋、国庆、重阳、元旦、春节、元宵等
传统佳节。

今年国庆、中秋节日期间，在南温
泉景区，巴南还将举办重庆主城都市
区文化旅游协作组织联席会、南温泉
文化主题沙龙、茶艺体验与川渝茶叶
展示及农特产品展销、巴南社区文化
活动节、创意短视频及摄影大赛等活
动。

中华山水茶道文化节28日开幕
邀市民游巴地赏巴景住巴居品巴味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公交出行宣传周活
动启动仪式上获悉，9月底，市民持“交
通联合”标识的公交卡，可以跨区域、跨
省市刷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此次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由市交
通局、市公安局、市机关事务局、市总工
会联合主办，主题为“践行绿色出行、建
设美丽重庆”。

市交通局表示，“交通一卡通互联
互通”作为交通运输部重点民生实事工
程，目前在我市得到深入推进。

今年6月底，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

地面公交刷卡系统已完成技术改造。
截至9月中旬，我市已有万州区、涪陵
区、璧山区等23个区县完成了辖区公
共交通刷卡系统的技术改造，接入交通

运输部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网络。
市交通局称，到9月底，市民持印有

“交通联合”标识的公交卡，可在已完成
基于交通运输部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技

术标准改造的市内各区县、中心城区，以
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
实现跨区域、跨省市刷卡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

重庆已有23个区县接入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网络

月底市民可持“交通联合”卡
在北上广等城市乘坐公共交通

十八梯核心区主体建筑基本完工
预计2021年6月对外开放

▶9月20日晚上22时许，江北国
际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值机岛，留学
生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办
理值机手续。

（江北国际机场供图）

图①：9月18日，渝中区十八梯核心区主体建筑基本完工。
图②③：9月18日，渝中区十八梯，工作人员正在向商家介绍十八梯项目情况。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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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由沈铁梅、孙勇波领衔主演的经典川剧《李亚仙》在龙凤呈祥大剧院
上演。相较于2016年的版本，此次上演的《李亚仙》不仅对灯光和舞美进行了升
级，整体表现手法上也更加细腻。沈铁梅更是用精湛的表演将中国古代女子温柔
体贴、敢爱敢恨的形象演绎到了极致，完美呈现了李亚仙的付出和挣扎。

记者 齐岚森 黄琪奥 摄/视觉重庆

沈铁梅、孙勇波领衔
经典川剧《李亚仙》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