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的一封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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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过年好。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是我来重庆的第九个年头了。您和我爸别挂念我，

我在重庆就地过年挺好的。
先和您说说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吧。大年三十，我在朋友家吃的年夜饭，

有莲藕排骨汤、酸菜鱼，还有皮薄馅大的饺子，热气腾腾的感觉真好。说实
话，我并不想去打扰人家，但朋友妈妈说：“别见外，添一双碗筷不是更热闹
吗？”听到这话时，我心里暖洋洋的，就像这几天重庆的天气一样。

很多重庆人都是这样，待人真诚、热情，把外地人当成了家里人。知道我
留在重庆过年后，好几位同事和朋友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年夜饭。有人问：

“今年在重庆过年不知道习惯吗？我是本地人，不嫌弃的话过年来我家吃家
常饭。”有人说：“大年三十我们一家在你家附近团年，你也过来呗，多一个人
还热闹一些。”还有位长辈给我盛上鲜美的鸡汤，有位同样在重庆过年的河北
老乡让我品尝他妈妈包的饺子……这些带着人情味的食物，真的是人间美
味。

说到吃，我还和朋友们吃了很多好吃的，光火锅就吃了4顿。我们还去了
不少新景点打卡、看展览、晒太阳，过得很开心。拍照时，我显得又肥又壮，真
的如您所愿了。说到玩，重庆值得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2017年您来重庆
时，我带您到解放碑、洪崖洞、动物园游玩，如果您再来重庆，我会带您到山城
巷、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还有很多特色小店，这些地方能感受到重庆的烟火
气息和人文风情。当我给一些重庆本地人也推荐这些景点时，他们笑着说：

“你都成本地人了。”看吧，我对重庆已经非常熟悉了，又遇到了非常好的同事
和朋友，压根不用惦记我。

最后再说说工作中遇到的事。今年很多人都是就地过年，我这几天采访
就碰到了不少。有个三峡博物馆的志愿者，已经从浙江来重庆12年了，今年
是他头一回在重庆过年。前几天，他去博物馆给游客讲解文物，他说，看到观
众听了讲解后对文物产生兴趣，是一件特别开心幸福的事；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有个来自河南的讲解员，今年是他来重庆的第7年，也是他连续第7年春
节坚守岗位。他告诉我，趁着过年这几天休息多“充电”，争取讲得更好。您
看，重庆接纳了各个地方的人，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憧憬，脚踏实地地在重庆
打拼出一片天地。

一整年没回家，我不是不想家。今年春暖花开时，您和我爸再来重庆，那
时候，咱们再好好团圆。

赵迎昭
2021年2月17日

妈，我在重庆过年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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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荒芜的道路两旁，现在有了一
栋栋的小楼房；如明镜似的梅溪河，倒
映着河边的田野、村庄，美丽如画。

这个春节，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奉节康乐镇，那个我小时侯生活的地
方。

康乐镇，距离奉节县城30多公里，
那里有我的奶妈。奶妈名叫谢玉，今年
65岁，她将我一手带大到两岁多。

奶妈的日子很苦，靠着家里的一点
田地，养活一儿一女。多年来，我断断
续续地从电话里得知奶妈一家境况的
改变：镇上车流、人流日益增多，奶妈的
丈夫有修车的手艺，奶妈喂猪、养鸭，两
人几年里便攒下几万块钱，在宅基地
上，推倒了原来的土屋，修起了两楼一
底的楼房。

如今，奶妈在院子里种了桃树、梨
树、枇杷树，和周围的环境相得益彰，两
楼一底的小楼俨然是一幢乡村“别墅”。

底楼自住，中间临街的铺面和顶楼
的房间租出去，每年，奶妈家房租收入
有一两万元。每个月，奶妈和她的丈夫
还可以各领1000多元的社保。闲不住

的奶妈还去附近菜市场摆摊，卖她拿手
的汤圆等，她说，“每天只收5元钱摊位
费，我一天可以挣100多元。”

奶妈家门前，便是清澈的梅溪
河。河边，是大片开阔的田野，油菜、
小麦……各种农作物正欣欣向荣地生
长着。宽阔的河堤旁，人们惬意地放
风筝、喝茶、散步。奶妈的女儿告诉
我，“政府将统一打造沿河一带的民
居，明后年你再回来，这儿的风景会更
漂亮。”

镇上也热闹了，人口已有 3 万
多。“这上下两条街上，大大小小的超
市都有10来个了。”奶妈用粗糙厚实
的大手拉着我，把镇上走了个遍。街
上的餐馆、服装店一家接一家，人气很
旺。镇上还修建了中心广场、游乐场
等，人们在欢喜祥和的气氛中，热热闹
闹地迎接新春。

“全靠党的政策好！”临别时，奶妈
嘱咐我不用担心他们的生活，“两个孩
子都成家立业了，孙子也长大了。以后
镇上发展乡村旅游业，我们再把房子翻
新一下，做农家乐！”

记者李星婷奉节县报道>>>

奶妈家的幸福生活

春节期间，记者回潼南区老家过
年，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节日里，潼南的城区、镇（街）、乡
村，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

城区步行街，贴着新春对联的商
店、餐馆货品充实，供销两旺。书店生
意兴隆，从六七十岁的老人到四五岁
的孩子，都在里面看书、买书。保利电
影院、横店影视城新上映的《熊出没·
狂野大陆》《封神榜·哪吒重生》等电
影，受到市民热捧。

街边卖棉花糖的小摊，最吸引孩
子们的眼球。孩子们瞪大眼睛，看着
一勺勺白糖，像变戏法一样，被一位长
者用细棍绕成一团团香甜可口的“棉
花”。

潼南滨江湿地公园、桂林街道双
坝蔬菜基地，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慢了
下来。大家跳绳、弹吉他、放风筝、晒
太阳，尽情地享受节日的闲暇时光。

节日期间，潼南古溪、玉溪等乡
镇，从平时的隔两天逢一次场到天天
逢场，人气很旺。人们从四乡八里来
到集镇赶场，置办年货。场镇的闹热，
从大清早一直持续到深夜。

“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
“请不要带火种到山林……”大年三
十，玉溪镇回龙村的广播里，滚动播放
着疫情防控和消防安全提醒。“我恭喜
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当然，广
播里唱得最欢快的还数刘德华的歌曲
《恭喜发财》。人们一边听着歌曲，一
边说说笑笑，忙着杀鸡剖鱼，准备过年
佳肴。

春节前夕，潼南区委组织部向全
区党员发出倡议，希望大家就地过年；
桂林街道、大佛街道等党政干部通过

视频方式，向全区人民拜年，祝大家新
年快乐、阖家幸福、牛年大吉！

在大多数人都在放松休息的时
候，还有很多人在忙碌。

潼南区人民法院干部李阳，老家
在四川。今年响应疫情防控要求，工
作 10 多年的他第一次留在潼南过
年。大年三十，他和在四川的亲友通
过视频互致新年问候。初二，他在单
位值班。下午4时许，有群众来电称
发现了欠债人的疑似财产线索，请派
人去调查。李阳认真记录，将线索及
时转给相关干警。值班时，顺便处理
一下手头的工作，这一天，李阳过得很
充实。

潼南区人民医院骨科医生陈立
潍，大年初一以一场晨跑迎接农历新
年的第一天。初三，他披上白大褂值
班。这一天，他在手术室站了好几个
小时，为病人做了两台手术。

初一下午，潼南滨江公园旁的步
行街，年约六旬的环卫工沈明国，将一
车车垃圾打包运走。“过年过节是我们
最忙的时候，辛苦一点，但能换来环境
干净清爽，累点也值得。”他说。

在玉溪镇街上开餐馆的小廖夫
妇，过年很忙。两人每天凌晨4点左右
起床和面做馒头、包子，一大早热气腾
腾的早点就被端到餐馆门口。下午三
四点，两人又忙着准备傍晚到深夜的
烧烤食材。“只要肯干，日子一定会越
来越好！”小廖说。

人勤春早。初五，阳光明媚，燕子
翩飞，玉溪镇回龙坝勤劳的村民开始下
地劳作。开阔平整的坝土里，金黄色的
油菜花次第开放，大家的脸上，荡漾着
幸福的微笑。

记者陈国栋潼南区报道>>>

老家浓浓的年味

小区门口处安装“测温神器”，业主
“刷脸”的同时也能测体温；业主App
不仅能推送防疫知识，还会推介健康保
健小窍门；居民突发小病，不用到医院，

“智慧药柜”就能远程问诊……2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心城区多个小区
了解到，我市不少小区利用智能化手
段，为就地过年的居民守好“健康门”。

在渝中区万科翡翠天麓小区，人脸
识别+自动测量体温“神器”，可利用红
外热成像技术，自动测量人体额头等裸
露部位的体温。业主进入小区不仅需
要“刷脸”，还须体温检测合格后，方能
通行。

在沙坪坝区首创城一期，通过“黑
猫一号系统”，业主可在微信上注册人
脸信息，实现“社区—单元—梯控—入
户门”一路畅行。访客进入小区可采
取三种方式：一是将身份证放在门禁
上指定位置，由后台读取信息找业主
确认后放行；二是访客在门岗处打监
控电话，由物管找业主核实后放行；三
是业主通过手机App给访客发二维
码，实现远程开门。

在南岸区金辉城小区，微信服务平
台和管家App连续向业主推送防疫知
识和春节保健小知识，还发出安全用
电、关闭天然气等温馨提示，让小区居
民安安全全过年、开开心心过节。

在江北区宏帆凤凰湾，物业公司联
合电商平台推出“春节云活动”小程序，
通过“晒年味”、“抢年货”等活动，与业
主网上见面，一起热热闹闹过春节。此
次“云活动”受到很多不返乡过年的外
地业主欢迎，他们纷纷晒出自己的过年
照，让相思有处安放。

在两江新区龙湖两江新宸云顶小
区，设置了智慧药柜，打造出24小时自
助药房。该药柜可妥善存放100多种
药品，包括消炎药、感冒药、儿童药等家
庭常用的非处方药。这种药柜还具有
远程问诊功能，当居民生病又不知道买
什么药时，可在线咨询专业医生，根据
医嘱用药。此外，小区还有“健康魔
镜”，帮助业主在小区随时做常规体检，
了解身高、体重、血压、体脂率、心率等
身体健康状况，并形成体检报告发送到
业主手机上。

记者廖雪梅中心城区报道>>>

在小区里感受“智慧生活”

在渝打拼30年，来自河南信阳的李悠，今
年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不过，她用特殊的方
式和相距1300多公里的父母开启了千里“递”
相思的过年新模式，“年味”不减。

“我爸爸喜欢吃重庆的香肠、腊肉，妈妈爱
吃奉节脐橙、万州血橙，这些地方特产在外地
不容易买到，网购既方便又快捷。”李悠告诉记
者，今年春节不能回老家，很想念家乡亲人，她
特地在拼多多上买了10斤腊肉、香肠，两箱奉
节脐橙和万州血橙，快递给了爸爸妈妈。

有意思的是，李悠的父母担心女儿在重庆
吃不到家乡“年味”，给她“隔空”寄来了家乡的
烩面、道口烧鸡、胡辣汤等美食。

每逢佳节倍思亲。响应就地过年号召，今
年春节，不少人第一次没有回老家过年。更多
的人选择留在重庆过年，催热了“网购年货送
异地亲人”这一新消费。李悠和父母网购“年
货”送给彼此，正是这种新消费的写照。

春节前，市商务委联合邮政公司、顺丰速

运、上游新闻、邀耍重庆及多个重庆品牌商家，
在磁器口陈昌银麻花体验馆开展了“重庆杂包
邮亲情”活动。活动场面虽然不大，却很“暖
心”——受邀而来的8名在渝工作的外乡人代
表，跟随师傅们学习搓麻花，并将自己制作的
麻花放进装满重庆特产的杂包（重庆俗语，意
指礼物）里，一起快递给远方的亲人。

8人来自不同的行业，其中有医护人员、快
递小哥，也有社区工作人员、环卫工。但此时
此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心愿，那就是通过重
庆杂包和写满祝福语的卡片，传递思念和亲
情，温暖远方亲人。

“亲爱的妈妈，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今年过节不能回家来看您，谢谢您
的理解。”从内蒙古来渝工作的环卫工刘淑霞，
在新年贺卡里写下了想对家乡80多岁老母亲
说的话。这是她第一次给家里人寄贺卡，随贺
卡一起寄出的，还有她亲手制作及购买的麻
花、奉节脐橙、豌杂面等重庆特产。

中国邮政重庆公司渠道部员工陈珊是湖
南郴州人。“人在外，很想家。”他把自己对家乡
亲人的挂念，寄托在快递出去的新年贺卡和重
庆杂包里，里面有他亲手搓的麻花，也有他采
购的火锅底料、腊肉等重庆特产。

年味十足又“暖心”的“重庆杂包邮亲情”活
动，引起了很多人共鸣。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
陈昌银麻花、重庆旅游集团、金牌干溜等数家重
庆爱心企业，准备了2万余份超值优惠重庆特产
大礼包在邮乐网、邀耍重庆等线上平台销售。至
春节大假结束，这些优惠大礼包已所剩无几。

来自拼多多的数据也显示，“网上送年礼，
线上买年味”成为辛丑牛年春节消费的一种主
流方式。2月份以来，该平台“春节不打烊”年
货商品较去年同期增长183%。2月10日至
16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至大年初五），该平台一
二线城市订单量占比的涨幅明显，各地特色的
家乡“年味”成增幅最快的品类。其中，异地年
货订单的比例大幅攀升。

记者黄光红沙坪坝区报道>>>

网购太方便 隔空送“年味”
2月17日早上八点半，九龙坡区渝州路

一家名为“金碧擦鞋”的鞋店准时开门，这也
是这排商铺里营业最早的。店里，老板王国
强和工人们精气神十足，忙得不亦乐乎，刷
鞋、皮衣皮包翻新，各种业务应接不暇，一大
早生意就“爆棚”。

2008年，王国强和妻子王波从老家吉林
来到重庆创业开了这家鞋店，现在每年能有
10万元的收入，买了车买了房还生了娃，扎
根在了重庆。

今年，他们一家人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除夕那天带着儿子一起包了饺子，做了一大
桌东北菜。王国强说，虽然没能回老家和父
母团圆，但老人也十分理解，嘱咐他们在这
边安心过好年。

大年初一一早，王国强就带着老婆儿子
自驾到了铜梁，开启了春节之旅。在铜梁奇
彩梦园，虽然人不多，但高挂的灯笼、闪亮的
彩灯以及随处可见的福字，让他们感受到了

浓浓的过年气氛。
晚上的铜梁龙舞更是让这一家人看得目

不转睛。只见几条金色的巨龙喷着明艳的烟
火，在飞溅的火树银花中时而翻滚，时而跳跃，
时而打转，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赤膊上
阵的舞龙人狂野而刚劲，灵动而飘逸，人、龙、
火完美交融，美不胜收。龙舞现场锣鼓喧天、
欢呼不断，一派欢乐热烈的喜庆景象。

10岁的儿子王皓轩一边看一边鼓掌欢
呼：“希望以后的每一个春节都能像今年这
样热闹开心。”

王国强说，这样的民俗在东北老家是看
不到的，来重庆10多年，这是他们过得最有
年味的一次春节。

玩乐了一天，初二夫妻俩特意带着儿子
去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参观。在纪念馆内，
照片、文物、绘画、雕塑、影像、场景复原和声
光电现代科技技术，让邱少云烈士的英雄事
迹展示得更加具体、直观和生动。

王皓轩虽然年龄还小，但参观中他一直认
真地听着讲解，邱少云烈士的成长历程也让他
深受鼓舞，夫妻俩都认为这样的革命传统教育
之旅放在春节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记得以前在老家过年，外面都是白雪皑
皑，特别冷，但今年过年期间重庆的天气出奇
的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春节感受到南方
暖阳。”王国强告诉记者，初三那天一家人逛
了中央公园，儿子带上了滑板，妻子也拿着自
己制作的风筝去放。金鱼形状的风筝在空中
飞得很高，象征着新的一年“年年有余”。

以往过年，他们一家要从南方回北方，
路上难免折腾，而今年春节这一家子过得挺
充实，而且不累。

“去年是艰难的一年，不过现在大环境
好多了，希望今年儿子的学习成绩能有进
步，鞋店的生意也能越来越好，多赚点钱换
个大点的房子，把家彻底安在重庆。”王国强
笑着说。

记者杨铌紫九龙坡区报道>>>

鞋店老板的别样春节
这个春节假期，我回到开州老家过年，最

真切地感受到老乡们在休闲养生消费上有了
明显的变化，不少村民渐渐放弃了过去以打
牌为主的娱乐方式，增加了健康养生的需求。

以老乡赵老头洗脚养生的故事为例——
我这名老乡名叫赵运利，今年69岁，是长
沙镇狮寨村的一名果农。听不少邻居说，
平时，赵老头和老伴做完农活，最主要的娱
乐方式便是打牌。

今年春节，女儿赵琴回家过年，看到场
镇上有一家足浴店，便想带父亲去舒筋活
血。为了说服父亲洗脚，赵琴从除夕开始
便反复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赵老头答应
去洗脚，可一走进足浴店他又变卦了。

刚坐下来，看到技师抱着其他人的双脚用
力地摁，赵老头立马犯起倔来，“他们洗脚跟我
自己洗脚没啥区别，我还是回去自己洗。”

足浴店店长伍其成从事足浴按摩有12
年了，服务了不少老年人。他笑着将赵老

头拉到一边，柔声问他平时怎么洗脚。赵
老头把他拉到足浴盆边说：“脚背脚掌搓几
下，擦干就可以了。”

伍其成明白了，赵老头跟不少村民一
样，把足浴和洗脚当成了一回事。“老辈子，
我们这个洗脚跟你自己洗脚可不太一样
哦，你瞧，光足浴盆里的水都是有讲究的，
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泡不同的药包，有生
姜、枸杞、艾草……”听完伍其成的讲解，赵
老头皱成“川”字的额头渐渐展平了。

伍其成向赵老头介绍足浴流程：洗脚
前先根据身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药包泡脚，
再对颈椎、腰椎、肩、小腿进行按摩。随后
技师再对其进行足底穴位按摩，最后再帮
老人修脚、剪脚指甲。

一番介绍后，赵老头的态度有所“松
动”，可见到技师后，又犯了倔。原来，见对
方是女娃子，他不好意思了。技师张燕（化
名）是伍其成的徒弟，她大方地对赵老头

说：“老辈子，我爸爸和你差不多年龄，你就
把我当成你的女儿嘛！”

此时，赵老头才最终抛开顾虑答应洗
脚。一个小时后，洗完脚的赵老头脸色红
润，“明天我还要再来洗脚。”他眯缝着眼笑
嘻嘻地说。

通过观察我发现，老家的不少村民已
喜欢上足浴这一休闲养生的方式。比如长
沙镇马安村民陈琼（化名），她不但隔三差
五要去洗一次脚，还游说老伴以及身边的
亲戚好友一道洗脚。

长沙镇的这家足浴店从去年5月30日
开业以来，已办会员卡300多张，其中农民办
卡的就占三分之一。目前开州区的临江镇、
大进镇、郭家镇、赵家镇都开起了足浴店。

家乡之变，不再是修通一条路、喝上了
放心水这些基础设施硬件的变化，村民们
对精神文化消费、休闲养生的需求也日益
旺盛起来。

记者赵伟平开州区报道>>>

老农赵运利第一次走进足浴店洗脚

2月17日，黔
江区城南街道李
家溪易地扶贫安
置点，居民在登山
步道健身。

特 约 摄 影
杨敏/视觉重庆

大 年 初 一 ，
市民在潼南滨江
公园跳花绳。

记 者 陈 国
栋 摄/视觉重庆

2月16日，北
碚区水土码头，
车 渡 船 正 常 运
行。春节期间这
里成为市民“打
卡”新景观。

特 约 摄 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2月17日，万盛经开区南桐镇石桥村的果农正在对樱桃树进行疏花修技。连日来，当地樱桃花到了盛开期，果农们抓紧时机对樱桃树进行疏花，以确保果品产量和品质，为增产增收打好基础。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走进充满希望的春天里
——重庆日报记者春节见闻

□本报记者 罗芸

春节长假最后一天，主城阳光明媚，处处荡漾着春天的气息。
与去年疫情阴云笼罩下的春节假期相比，今年的假期回归了往年的平安

幸福。这些天采访的对象，每个人都有自己明晰的奋斗目标，每个人都怀有
对美好生活的信心与期待。他们的假期工作、生活，汇成充满希望的春天，回
答了中国为什么能在克服疫情后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

春节不回家，是遗憾，也是团结抗疫的主动选择。

除夕下午灿烂的阳光下，我见到山东姑娘公敬。提起家乡她总有淡淡的
乡愁——去年因为疫情，她和丈夫张坤回到山东却没能踏进家门。“今年要响
应国家号召嘛。家里人虽然有点舍不得，但他们都能理解。”在阳光下，公敬
笑着说出夫妻俩的春节计划：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一个完成学位论文，一个
趁春节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在出租屋里与远方家人“云上过年”。

除夕之夜，在万家团圆的时候，四川小伙张浩跟着沙坪坝区小龙坎街道
的干部，在辖区夜巡值守。去年疫情暴发，还在读大四的他在父母的呵护下
平安地度过了春节假期。今年，他作为“西部志愿者”，在深夜的街巷中迎来

零点的钟声，让更多家庭能享受亲人团聚的欢乐。“不回家也好，可以学到很
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除夕夜，小伙子坦然地笑着。

春节接着干，是日常，也是为了在牛年攒足“牛劲”。
大年初二，秀山土家族妇女付仲芬就下地了。她趁着晴好天气为银花修

枝形、施春肥。去年天气不好影响了收成，付仲芬决定今年管护“更仔细些”，
有更好的收成和收入。“脱贫致富不能老靠政府，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这个
淳朴的农妇笑起来很灿烂。

大年初五，在主城某物流公司工作的聂琦，从亲友聚会的热闹中抽

身，坐到电脑前学习在线课程。虽然目前她的业务能力能胜任现在的工
作，但随着中国与世界贸易往来的频繁，公司的订单也越来越多，她在春
节前就报名参加培训，为的是能提升个人业务能力，适应公司蓬勃发展的
形势。

春天已来，拂面的风带着阳光的气息。这是一个春意盎然的节气，刚刚
经历疫情考验的中国正在复苏，迸发出澎湃的活力。记者春节见闻里记录的
人与事，于细微间映射出时代的宏观轮廓，这些记录里，每个人都在这片土地
上定义着自己心目中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