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江短评

31
星期日

2021年1月

农历庚子年十二月十九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5003号

代号77-1

今日4版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雷太勇 版面统筹：章德庆 主编：谭永超 美编：赵炬 图片编辑：刘强 订报热线：63735555 零售价：1.5元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刘江

员工留下过年，企业提供额外
补贴和住宿场所；大学生不返乡，高
校开展心理辅导和生活帮扶……连
日来，重庆各级政府部门、企业、高
校纷纷行动起来，用温暖人心的举
措，让留在重庆的“异乡人”安心就
地过好年。

留人重在暖心。“有钱没钱，回
家过年”，春节总是与合家团圆的意
象联系在一起。由于疫情原因，很
多人积极响应“就地过年”倡议，留
在重庆过春节。在倡导之余，也要
设身处地为这些“异乡人”着想，出
实招用暖招，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
换来理解和认同。

做好“就地过年”的服务保障工
作，需要多方配合、协同发力。从保
供稳价、交通出行，到福利休假、文
体休闲，每一项工作都要精心筹
划、周全安排。既要满足就地过年
人员的生活需求，也要对不能返乡
人员的亲属关怀到位；既要拿出真
金白银，更要付出真情实意。这种
有温度的服务，既是保障这个特殊
春节过得温馨有序，也会让外地员
工对重庆这座城市有更多归属感、
认同感。

对外地员工来说，虽然家在远
方，但感受到身边的贴心暖意，一样
能过个好年。用心服务，以情暖人，
就会让留渝过年成为更多人的主动
选择。

暖心就能过好年

□本报记者 杨骏

在重庆“肺叶”南山，有一条与上新街连
接的步道——黄葛古道。

2019年，南岸区按照山城步道建设要
求，对黄葛古道实施了提档升级。如今的黄
葛古道是什么样子？1月26日，重庆日报记
者前往探访。

路面平整，崖边增加了护栏
在上新街前驱路，记者找到了黄葛古道

的入口。
古道依山而建，沿石梯而行，抬头可见路

面蜿蜒向上，不见尽头，让人联想起古代“蜀
道难”的场景。

好在，古道虽然是山路，却不算特别陡
峭。记者发现，步道由一色青石板拼成，宽约
两米，可供4人并肩上下。

黄葛古道因“黄葛树”而得名。古道核心
段一面贴壁，一面临崖，靠崖边满是百年黄葛
树，参天蔽日，树枝纵横交错。行走在古道

上，一路绿荫环绕、空气清新，让人心旷神怡。
记者与同事“慢悠悠”地向上爬行了10

分钟左右，额头就开始冒汗。
或是考虑到这一点，每步行约5分钟，步

道便设有休息处，或木椅或石凳。
“我经常带着孩子走这条道。”张秀韵

是住在上新街的居民。当天，她一手拿着
玩具，一手提着口袋，与两个孩子从黄葛古
道自上而下。她说，这古道虽然是山路，但
路面平整，崖边还增加了护栏，提高了安
全性。

南岸区住建委工作人员介绍，黄葛古道
提档升级工程保留了古道原路基，对一些断
裂面进行了修复。同时，工程对古道1.4公
里核心段的道路、植被、危房等区域进行了
修缮，增加了很多休息用座椅，还增设了护
栏等安全措施，提高了步道整体平整性和安
全性。

配套设施正逐步完善
记者发现，古道配套设施正逐步完善。
如古道近上新街段，因为崖边地势平坦

开阔，提档升级工程在这里新建了一个“玩童
古风园”，内有木制的秋千、滑梯等，供游人免
费使用。记者路过时，就看到有家长带着孩
子在此玩耍。

此外，古道上还重建了3座厕所，增设了
标识标牌、垃圾桶、夜间照明等设施若干。

南岸区住建委工作人员介绍，如今，二期
工程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后续将进一步完善
古道的配套设置。

古道上还有一些传统的茶馆、小店。
步行至黄葛古道约1/3处，有一个小摊，

可以买到饮料和小吃，以及重庆特色的“糖光
灯”。摊主住家在附近，这个摊他摆了二十
年。“每天都有不少人，在我这里买瓶水或者
吃的。”摊主说，步道修好了，今后游客估计还
会更多。

在古道靠近南山段，有一家“古道茶
馆”。行人累了，可在这里喝口茶，坐下聊聊
天。

多处雕塑再现“古驿道”历史
沿黄葛古道一路向上，路边屹立着一些

雕塑。有的，是一匹马驮着满背货物，缓慢前
行；有的，是人背着巨大的圆盘型货物，坐在
路边，似乎在休息……

不远处，还有处建筑，一边紧靠山壁，一
边伫立断崖上。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建在山
道与黄葛树中间的驿站。走近亭内，里面设
有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的“马鞍”。

（下转3版）

黄葛古道：千年古道展新颜
“打卡”山城步道②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刘颖）今年春节，市
民在家也可吃到品牌餐饮企业的美味年夜饭。市商务委1月
30日发布消息：重庆将于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至2月26
日（元宵节）期间,开展送年夜饭到家活动。据预测，其线上活
动专区的年夜饭预定量将超过30万桌。

据了解，在市商务委指导下，阿里巴巴本地生活（饿了么、
口碑平台）、美团外卖、重庆市各餐饮协会、华龙网爆品王本地
生活平台联合开展本次活动。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中，相关互联网平台
和重庆本地重点餐饮企业将通过制定促销政策，保障餐饮到
家服务能力，提供优质年夜饭到家服务。同时，相关互联网平
台将打造线上活动专区，开展丰富的线上促消费活动。

如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将为餐饮企业设置“品牌馆·年夜
饭，陪你e起过大年”专区，开通“极速开店”免费上线绿色通
道，给予阶段性的特殊费率优惠、补贴；美团将在春节前主推
年夜饭大牌套餐，并将发放祈福红包，春节假期后主推满减、
减配送费等优惠活动的“小份菜、单人餐、多人餐”。

据悉，截至1月30日，已有陶然居、阿兴记大饭店、杨记
隆府、秦妈火锅、周师兄火锅、清华大饭店、庖丁家等餐饮企业
的278家门店报名参加活动。

线上下单 品牌餐饮企业美食送上门

重庆开启送年夜饭到家活动

□本报记者 罗芸

1月29日上午，沙坪坝区磁器口沙磁巷
巧渝蜀绣，来自江北区的刘玉钰女士和闺蜜
在舒缓的音乐里，学习绣桃花。

不远处，磁器口古镇特色精品店联盟正
式成立。首批入会的28家店铺，均为古镇内
文化创意类店铺，或用文化创意实现了提档
升级的传统类店铺。

近三年，磁器口列出“负面清单”，严格控
制烧烤、油炸类食品店铺，鼓励文化创意类店
铺入驻，从“古镇好吃街”逐渐回归为充满浓
郁文化气息的历史街区。

古镇中的“好吃街”
磁器口是网红景点，刘玉钰每年都要陪

外地朋友来几次。
“三四年前，磁器口真是热闹，但给大家

的印象是‘好吃一条街’。”在刺绣间隙，刘玉
钰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磁器口古镇在199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
重点保护历史传统街区，2015年被评为首批

“中国历史文化街区”。随着名气渐响、游客
增多，一些“短平快”的项目也纷纷入驻。“其
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烧烤、油炸类食品店。”磁
器口古镇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说。

以前刘玉钰和朋友从磁器口大门进入古
镇，沿途都是烤串的叫卖声。

“很多朋友就说：不来嘛，感觉会后悔；来
嘛，感觉就是在古镇里逛好吃街，而这个好吃
街和其它的地方也没啥不同。”刘玉钰两手一
摊。刘玉钰陪朋友们一般都是花一两个小时
转一圈，拍几张照片就走。

2017年底，管委会对辖区内七八百家店
铺进行了一次摸底，发现来古镇的人虽然多，
但在逗留期间消费的比例并不高；且拥挤、嘈
杂，体验感远低于预期。

拒绝1200余家入驻商户
近日，在管委会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席会

上，几家准备在古镇内做卤菜、糯米团等小吃
的申请没有通过会审。尽管这些店铺进入古
镇后可以立即开张，并带来效益，但还是被拒
之门外。

2018年初，根据我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条例，管委会制定了限制进入的“负
面清单”，严格控制新进入油炸、烧烤类食品
经营店铺。对于申请进入的店铺，每周由相
关部门组成联席会议会审把关。

“我们主要是审核想进入的项目与‘中国
历史文化街区’的定位是否相符，是否富含文
化创意、是否能为游客带来特别的体验感
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3年来，被拒绝
的申请项目超过1200个。

与此同时，对古镇内已有的烧烤、油炸类
店铺则采取“只减不增、只出不进”的策略。
目前，这类店铺已从原来的三十多家降至五
六家，并通过设备改造尽可能减少油烟排放。

文创店铺占比三年上升34%
在列出“负面清单”同时，管委会鼓励文

化创意类新店铺进入，并帮助传统店铺通过
注入文化内涵实现提档升级。“现在游客对精
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需要用富有文化艺
术气息的店铺来留住游客。”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说。 （下转3版）

磁器口变脸记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诚信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建设，发挥诚信典型的示
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履约践诺、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社会发布了2020年“诚
信之星”。

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包括3个集体和9名个人：国网
南京供电公司石城供电抢修服务队、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
有限公司、青海省西宁汽车站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承德市丰
宁满族自治县胡麻营镇河东村党支部书记王福国、黑龙江飞

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斌、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陵上新
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吴光潮、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
村党总支第一书记余静、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总裁蔡金钗、
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分公司经理汪勇、湖南省郴州市宜章
县吉兴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谢运良、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宗
富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裴忠富、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
民医院原副院长路生梅。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为2020年“诚信之星”颁
发证书和奖杯。“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将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央视财经频道1月31日21时30分首播。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
发布2020年“诚信之星”

□本报记者 陈维灯

20余天的忙碌后，赵长华的农家乐赶在
春节前终于装修完成。1月25日一大早，赵
长华将一楼一底的房子里里外外收拾干净。
特别是门楣上那块“鱼头湾农家乐”的招牌，
他更是擦拭了好几遍。“现在，我们既能办餐
饮，也能接待住宿了。”

鱼头湾农家乐，地处巫山双龙镇安静村
肖家冲，与大宁河鱼头湾隔河相望。

“这个农家乐，2012年就开起了，不过直
到这几年，才算搞出点名堂。”赵长华拉过两
张凳子，邀请重庆日报记者在院坝里坐下，聊
起了当年事。

一家农家乐的困惑
多年前，肖家冲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村

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作只能填饱肚子。
生活艰辛，但时任安静村村支书的赵长华

却有一个梦想：希望带领村民吃上“旅游饭”。
“我们紧邻小三峡，只要交通方便了，来

耍的人肯定多。”赵长华手指小三峡介绍，肖
家冲正对着的鱼头湾，春夏绿树成荫，秋冬红
叶漫山，美不胜收。

正是源于这样的梦想，2012年，赵长华
率先在村里开起了“鱼头湾农家乐”，“总要有
人第一个吃螃蟹，我就带个头。”

作为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双龙
镇的基础设施逐年改善，到肖家冲看鱼头湾
的游人也逐年增多，但赵长华的农家乐却没
有多少起色，这也让一些想开农家乐的村民
打了退堂鼓。

“为什么游客不愿意留在村里吃饭呢？”赵长华百思不得
其解。

一桌“农家菜”的转机
转机，源于一桌农家菜。
四年前，趁着假期，巫山县职教中心副主任冉伟等人到鱼

头湾游玩，并在鱼头湾农家乐用餐。
可一餐饭吃完，冉伟等人却直摇头，“我们想吃点当地的

农家菜，上桌的不是城里的卤菜，就是城里常见的菜品。”
原来，为了招待好游客，赵长华总是到城里买来卤菜，也

学着烹饪城里的菜品，可游客们却总是不满意。
“游客来就是想吃农家菜、特色菜，你拿城里的东西招待

别个，当然没人来哦。”看着愁眉不展的赵长华，冉伟忽然想
到，职教中心有旅游专业、烹饪专业，完全可以帮助赵长华解
决农家乐的发展问题，“把老赵的农家乐搞好了，说不准还能
带动其他村民，我们也能为脱贫攻坚做点事情。”（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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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29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获悉，西部（重庆）
科学城推出为留渝过年职工提供免费职业
技能培训等多项举措，帮助提升职工技能水
平和企业稳岗留工。

“我已经退了火车票，今年就在重庆过
春节。”西部（重庆）科学城一企业员工邓勇
军是湖北人，这是他第一次不回家过春节。

“政府倡导就地过节，企业很暖心，组织了免
费的岗位技能培训，对我很有帮助。”

在科学城，像邓勇军这样不回家过节的
职工还有不少。据了解，为响应政府号召，

重庆高新区规上企业留渝过春节的外省人
员预计有四五千人，已出台稳岗留人措施的
企业有100多家。

为留渝过年的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是各企业的措施之一。重庆高新区政务服
务和社会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各企业
组织专业培训机构进场培训，费用全额由政
府补贴，职工培训考试结业后，将获得相应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元旦以来，科学城已开展企
业职工技能提升培训700余人次。政务中心
还将上线职业职场、心理健康等线上课程，让
留渝职工度过一个充实而温暖的春节。

西部（重庆）科学城还鼓励企业发放“留
岗红包”“过年红包”，由政府按留渝过年职
工每人300元的标准对企业给予最高30万
元的补贴；同时鼓励各镇街组织多形式“送
温暖”活动。

不仅如此，西永微电园对园内配套的餐
饮、购物、娱乐行业减免房租，保障留渝过年
务工人员生活便利；在政府每人补贴300元
的基础上，台晶电子、华润微电子、方正高
密等企业均制定留工奖励金500元至1800
元等不同程度的激励，推出多项稳岗留工
措施。

西部（重庆）科学城出台免费培训发放补贴等稳岗留工措施

“我退了火车票，今年就在重庆过春节”

1月25日，巫山双龙镇安静村肖家冲，游客在鱼头湾农家
乐用餐。 （受访者供图）

黄葛古道位于南岸区南山风景区，
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是当时重庆通往
云南贵州等地的一条陆上重要通道。
古道以海棠溪、龙门浩为起点，上至黄
桷垭老街，全长约3.6公里。

黄葛古道是重庆主城区历史最悠久、
古代遗迹保存最完好的步道，目前正在
按照两江四岸核心区山城步道建设的
要求，实施提档升级建设。目前步道修
复、植物补植、风雨亭、艺术景观小品建
设已完成，相关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仍在
推进中。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步
道
名
片

1 月 30 日下午，
江北区寸滩街道兰溪
社区，小朋友展示自
己的剪纸作品。

当日，该区妇联
“把爱带回家”2021
寒假“留渝过年”儿童
关爱服务活动启动。
该区各街道社区工作
人员广泛收集辖区内
父母不能回家过年的
儿童“微心愿”，组织
开展寒假活动，让留
渝过年人群安心过
年、温暖过节。

首 席 记 者 崔
力 摄/视觉重庆

把爱带回家
温暖“留渝过年”儿童

■列出“负面清单”，3年拒绝
1200余家入驻商户

■烧烤、油炸类店铺从原来的
三十多家降至五六家

■文创店铺占比三年上升
34%，不同店铺抱团“跨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