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姜春勇 彭瑜

初春的太阳，映照着云龟山，漫山的野
樱花正渐次绽放。山下的廖家湾，白墙灰
瓦，道路整洁,老树古井,池塘清澈，宛若一
幅山水田园画。

廖家湾位于渝北区大盛镇天险洞村。
2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
一栋三层楼的民居挂着一块“八个媳妇”的
牌匾，很是醒目。屋内，几位妇女正忙着清
理炊具、打扫清洁。

“春节休息了几天，正月初八我们就准
备开业啦。樱花开了，游客也会多起来。”52
岁的魏余惠一边抹桌子一边告诉记者。

这家农家乐是由廖家湾8位妇女去年5
月合伙开办的。这8位妇女都是外村嫁到廖
家湾的，过去常年在外打工。魏余惠说：“没
想到我们这些打工妇女还能当上‘老板’，全
靠政府把这里的环境治理得这么好哟。”

天险洞村距离两路城区60余公里，是
渝北区最偏远的村落，山高坡陡，土地贫
瘠。廖家湾是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古村
落，地处槽谷地带，背靠青龙寨，面朝云龟
山，有90多户260多人。虽然山清水秀，风
光秀丽，但因为交通不便，也没什么产业，
大多数村民都外出打工，村落日益凋敝，房

屋破败。
2019年，渝北区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过程中，对廖家湾的危旧房实施了改
造，政府又投资兴建了池塘、休闲广场、停车
场等。廖家湾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突出巴渝
民居风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注重保护原
有的老院落、片石墙，挖掘廖家祠堂文化，让
整个村落整洁有序，富有乡愁韵味。

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了，还要有人气才能
焕发生机。

天险洞村正好位于渝北区打造的古洛
（古路镇到洛碛镇）环线乡村振兴示范带上，
境内有天险洞、复兴寨、白云寺、万亩野樱花
等自然人文景观资源，依托云龟山海拔
1000多米的立体气候优势，发展城郊乡村
旅游很有优势。

去年春节，在外打工的妇女们回到了廖
家湾过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直到4月，
她们都还没能外出打工。正在思考怎么盘
活廖家湾的村党总支书记廖有财找到魏余
惠、梅会等人，动员她们利用自家的民居开
办农家乐，发展旅游。

“我们过去都是给别个打工，在工地打
杂或者餐馆里端盘子，创业没得经验，亏了
怎么办？”魏余惠等人心里打鼓，没有信心。

廖有财把8个妇女召集起来，“现在廖
家湾面貌一新，天险洞景区与云龟山景区也
先后建成，条件这么好，开个农家菜馆肯定
不会差。人多力量大，每人凑点钱不就成
了。没得技术我找人来培训。”廖有财一席
话打动了大家。说干就干，魏余惠、梅会、叶
兴芳、刘菲菲、曹庆淑、陈真容、龚安兰、曹玲
8位廖家湾的媳妇，去年4月11日开会商
定，每户出1万元钱，“八个媳妇”农家乐5月
1日就开张了。

农家乐的房子用了梅会与龚安兰两家
改造后的三层楼房。8位妇女分了工：曹玲、
刘菲菲、曹庆淑、陈真容负责大厅；梅会、魏
余惠、叶兴芳负责厨房；龚安兰负责洗碗、淘
菜。忙时，大家一起经营农家乐，闲时，她们
就种农家菜。除了酒和饮料，农家乐的食材
大多数由附近村民和她们自己栽种。

（下转5版）

渝北区大盛镇天险洞村廖家湾：

八个媳妇一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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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 白瀛）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将于18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节目涵盖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发展理念、中国梦等四个方面。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第二季节目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遵循，突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古
代典籍和经典名句折射出的内涵和文化价值，以创新手法展
现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领袖风范和为
民情怀。

12集节目分别以“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胜寸心者胜苍
穹”“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官避事平生耻”“愿得此身长报国”

“一言为重百金轻”“自强不息日日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百花齐放春满园”“不畏浮云遮望眼”“敢教日月换新天”“直
挂云帆济沧海”为题，聚焦初心、信仰、忠诚、担当、爱国、诚信、
创新、绿色、共享、自信、奋斗、梦想等话题。

据介绍，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原声短片、经典释义、思想解
读、互动访谈、经典诵读五个环节，构建起古今相通、情景交
融、深入浅出的思想启迪和真挚情感传递的平台，由七位主讲
人和五位释义人，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的出处背景、历
史故事和现实意义。

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
喜欢的典故》（第二季）今起央视播出

阖家团圆的春节假期，总有一些人坚
守岗位，活跃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用辛勤劳动为大家换来幸福平安和欢声笑
语。因为他们，这个年有了特别的光彩，牛
年更显美好。

致敬，节日里的坚守者！

志愿服务，没有节假日
“进入博物馆请大家戴上口罩”“现在

参观采取预约制，请大家拿出手机扫码关
注微信公众号”“不会预约的游客请来我这
里”……2月14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
门外，穿着红色志愿者马甲的王雪正在指
导、帮助游客扫码预约参观，这是她春节期
间参加博物馆志愿服务的第三天。

今年64岁的王雪已在三峡博物馆志
愿服务2年。“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触摸’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最大的乐趣。”王雪
说。

春节期间，正在读大一的王涌吉、王柯
程两兄弟成为九龙坡区文旅志愿者，连续7
天在重庆建川博物馆和九龙书城提供志愿
服务。

“过节哦，你们咋个来了？”“我们志愿
者没有节假日，越是过节才越要来哦！”2月
17日，梅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徐江
无恙、赵德会、徐丽莎敲开跃进村街道独居

老人卢传鼎的家门。在卢阿姨家里，志愿
者们打扫卫生、洗菜、包饺子。午饭时间，
热气腾腾的饺子和香喷喷的腊肉香肠摆上
餐桌，大家边吃边聊，让老人格外开心。

2月14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锦凤
社区的一间会议室变身“临时理发室”，重
庆好人、社区志愿者樊维在这里为就地过
年的异乡人免费理发，让他们清清爽爽过
春节。“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想用自
己的手艺帮一把异乡人。”

巡线排危，每天徒步五六个小时
2月13日，大年初二，空气里笼罩着浓

浓的年味。早上6∶30，成品油管道巡线承
揽人叶元楷匆匆吃了一碗汤圆，就携带一
部GPS定位仪上路了，每天雷打不动地巡
视荣昌区盘龙镇6公里成品油管道。

叶元楷沿着管道正上方徒步巡检，察看
周边有没有发生地质灾害，有无施工点和居
民种植根深植物等存在的潜在危险源。

“小叶又来巡线了，过年也不休息嗦！”
7时，走上街头的村民，热情地和叶元楷打
招呼。

“是呀，你们发现管道周边有施工、放
鞭炮的没？”

“每年365天，风雨无阻。”叶元楷说，
他每天巡检时长在5-6个小时。

叶元楷是国家管网集团华南公司川渝
输油部荣昌巡线承揽人。随着大数据普
及，管道巡护已经实现了空地一体化巡查
监控，即采用人工巡防+无人机技防模式。

“人工徒步巡检，虽然耗时长，效率低，
但仍是最好的方式，可有效地发现问题及
时处置。”川渝输油部管道管理办负责人朱
少东表示，春节期间，输油部近70名巡线
承揽人坚守一线，确保重庆成品油管道供
应正常。

免费拍摄，“幸福照进来”
“大家看镜头，一起喊‘茄子’！”2月17

日，西南大学图书馆门前，一群少女举着
“福”字，面对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她们都是西南大学留校过年的外地学
生，为她们拍摄“全家福”的是北碚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融媒体传播平台志愿服务项目

“幸福照进来”的工作人员。
该项目负责人秦廷富介绍，今年春节，

不少在北碚工作、学习的外地员工和学生
选择了留渝过年，也有很多特殊岗位的从
业人员坚守岗位。为了给他们送上一份过
年礼物，从2月10日起，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记者和区摄协会员组成“幸福照进来”服务
队，先后到重庆竹缠绕复合管道生产基地、
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园区传感器特色产

业基地、金刀峡镇小华蓥村、金刀峡镇胜天
湖村，以及西南大学等地，为这些留渝过年
的外地人免费拍摄“全家福”并赠送照片，
用镜头记录他们的牛年幸福瞬间。

坚守岗位，家人齐点赞
这个春节是谭聪第一次留在重庆过

年，他一直坚守岗位。
2月9日8∶30，谭聪和采气工程管理部

同事们准时出现在18号平台，按照此前早
会的安排，各自忙活。气田新气井即将投
产，作为涪陵页岩气公司采气工程管理部
主管，谭聪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忙
得连轴转。

前期设备管线造成的几个渗漏点，是
不是全都堵住了？氮气置换是不是覆盖了
所有的隐蔽位置？谭聪来到各处关键点
位，翻开记录本，仔细逐项核对。

不时有现场各个环节的负责人来到他
身边，跟他沟通、确认情况。眼、手、嘴一刻
不停，两三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

中午正要去吃饭，突然又有现场负责
人来反映情况。协调完毕，已经接近下午
两点了。

狼吞虎咽地刨饭时，谭聪接到了湖北
家里人发来的视频聊天，父母妻儿都在画
面里。 （下转5版）

□俞平

金牛辞旧岁，万里贺新春。“牛”字
在现代语境中有着好运、红火、厉害等
美好寓意，如牛运、牛市、牛人……在今
年的春节祝福中，人们纷纷用“实鼠不
易”来总结过去的鼠年，用“牛转乾坤”
来寄望牛年，期盼在牛年里“牛气冲天”

“牛运亨通”“牛来运转”“牛劲十足”“属
你最牛”……把万千祝福和愿景汇成一
句话，就是“愿新年，胜旧年”。

新年胜旧年，要有新年新气象。今
天，我们送走了欢乐祥和的春节，迎来
了牛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在新的一年，
我们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出征，以什么
样的劲头砥砺前行，不仅决定了我们能
否牛气冲天、万事如意，也决定了祖国
大地能否万象更新、欣欣向荣。“莫道君
行早，更有早行人。”节后第一日，只有
每一个人都迅速收心归位，进入工作状
态，才能营造竞优争先、你追我赶的氛
围，以一个个“开门红”“满堂彩”迎接崭
新的一年。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一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
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要实现加快建设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深化财政
体制、金融、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
加快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更好融入国
内国际双循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实施城市提
升行动计划，做靓长嘉汇、广阳岛、科学
城、枢纽港、智慧园、艺术湾等城市新名
片，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切实保
障和改善民生，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等既定发展目标，责任重、压力
大。越是任重道远，越需我们披荆斩棘、勇毅前行。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干成一
番新事业，干出一片新天地，重点在“干”，目标在“新”，
不仅需要大干特干，还要善作善成；既要勇挑重担、勇立
潮头、勇于拼搏，也要敢于担当、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既
要保持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树立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的坚定决心，也要发扬苦干实干、接续奋斗的
良好作风。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一年中开好头、起好步尤为
关键。时不我待，在这朝气蓬勃、万物竞发的大好春光
里，愿每一个人只争朝夕，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
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
奋蹄，不负春光、不负梦想，继续为谱写重庆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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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春 节 我 在 岗

2月12日，大年初一，荣昌区远觉镇狮子桥村奶牛养殖基
地，工人正在挤奶厅忙碌。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2月14日,沙坪坝区磁器口,一戏曲演员正为游客表演
传统川剧。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2月15日晚，渝中区山城巷，治安巡逻人员正在街巷巡
逻。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他们的坚守，为我们换来幸福平安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通讯员 向勇）2月17日，感
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名单公布，有“当代愚公”之称的重庆市
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支书毛相林入选。“能让村民们过上好日
子，我再苦再累都值得，未来我们还要发展生态旅游，让每一
个农户都吃上旅游饭，过上更好的日子。”当天晚上，谈及获奖
感受，毛相林激动地告诉记者。

毛相林曾带领村民在悬崖峭壁上凿石修道，历时7年铺
就一条8公里的“绝壁天路”。他又积极培育产业，种植了脐
橙、西瓜等特色农产业，收获的果实通过“绝壁天路”源源不断
地运往山外。2015年，下庄村在巫山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
2019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1.2万余元，比路通前翻了40多
倍。

17日晚，在央视播出的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颁奖典
礼，通过VCR再现了毛相林绝壁凿路的事迹，当看到大屏幕
上毛相林不惧艰难，带领村民向大山、向贫穷一次次发出挑
战，终于铺就了村民脱贫致富的康庄路时，台下观众不禁流下
感动的泪水。在之后的访谈环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关切询
问了村民们如今的出行情况，毛相林自豪地回答：“村里70%
的农户都有了小轿车。”台下，再次响起阵阵掌声。

当晚，巫山县组织了当地党员干部集中观看颁奖典礼。
“毛相林不等不靠、敢想敢干的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我将向毛相林看齐，把初心和使命融入到实际工
作中，做好群众关心的每一件小事。”巫山县集仙社区支部书
记李自培告诉记者。

“敢向绝壁要天路，毛相林用苦干实干书写了当代愚公精
神，为我们树立了标杆。接下来，我们将对照榜样，以绝壁修
路的勇气和决心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落地见效，真心
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实事。”巫山县扶贫办主任朱钦万说。

“当代愚公”毛相林获评
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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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充满希望的春天里
——重庆日报记者春节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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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如何过春节 大数据看答案
全市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79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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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巴渝美景

城口亢谷：邀您体验巴山原乡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