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铌紫

“霞儿，你看我接头的速度是不是
快了？”“嗯，确实快了很多，要不我们比
比看！”在重庆万州三峡技术纺织有限
公司，有一位总是面带微笑、开朗洒脱
的姑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霞儿”，她
就是细纱车间总操作师李周霞。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车间见到李
周霞时，她正忙着检查产品清洁与质量
安全，还与同事玩起了接头比赛，不到
40秒就接了10根线头。记者注意到，
这一双巧手布满了老茧，她说，这是自
己22年追求极致，全身心投入工作的
见证。

“还记得才进公司那会儿，生产的
都是涤纶纱，为了练习卡头，右手食指
第一关节处常常会勒出一道又一道的
口子，卡头时，一不小心纱线勒进口子
特别疼。”李周霞回忆到，当时上班跟师
傅学，下班就回家练。

“她很能吃苦，别人受伤都会请假，
她从来没有请过，就是咬牙坚持，那会
儿我就觉得她很‘莽’。”李周霞的师傅
黎万荣这样评价自己的徒弟。

正是凭着这股“莽”劲，李周霞每天
重复着看似简单却又时时考验手速、眼
力、技巧和心态的工序，练就了一手

“精”“快”“准”的娴熟技能。入厂的第
二年就被公司评为细纱操作技术能手、
先进工作者。

2004年，李周霞在重庆市棉纺织
行业操作技能大赛中，被聘为操作技
师，是同一批进厂职工里唯一获得这个
称号的人。

“这个职称对我而言非常有意义，
它让我认识到做一名纺织工也能获得
满满的成就感，也成为以后我在这个工
作岗位上不断挑战自我的起点。”李周
霞说。

2007年，由于工作需要李周霞从
三峡纺织（老厂）调入工业园，准备紧密
纺12.5万锭的试车生产，安排她在新
建的紧密纺一厂细纱车间工作，并成立
操作技术攻关小组。

由于紧密纺与原来的环锭纺操作
方法不一样，作为攻关小组成员，李周
霞不断琢磨紧密纺操作要领，改进实作
方法，创新出了一套新的、完整的紧密
纺细纱操作法。

李周霞告诉记者，快速解决卡头问
题，就像医生救治病人，必须与时间赛
跑，晚一秒钟，就会让整锭线报废。所
以，她的身上都是带着秒表，自己跟自
己较劲，必须要具备快速解决问题的手
速。

2017年，面对市场的需要，公司决
定转型生产包芯纱，李周霞在氨纶包芯
纱产品转型中，又改进新的接头方法，
操作优一级率达90.5%，生产效率提升
5.5%。在她的引领和指导下，公司所
有工人的操作技术得到全面提高，产品
产量和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她连续数年获得全国棉纺织行业
操作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巾帼先进标
兵”、中国棉纺织行业“传承大工匠”等
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纺织工业劳动
模范”。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20多年
前我选择了做一名一线纺织工，我就会
用这股‘莽’劲坚守自己的信念，书写无
悔的人生。”李周霞说。

重庆万州三峡技术纺织有限公司细纱车间操作师李周霞：

凭着一股“莽”劲成为纺织行业大师
重庆市最美产业工人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5月 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获悉，
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川渝共建乡
土植物种质创新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获批川渝共建重庆市重点实验室。该
实验室将围绕种质资源保育和创新等
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预计5年内可达到
全国同类科研院所的领先水平。

据了解，川渝两地的植物资源极为
丰富，有高等植物一万多种，超过全国
总数1/3。但川渝两地城市园林绿化
实际应用植物种类并不多，全国各大主
要城市采用的植物材料也存在“千城一
面”的情况。

“种质资源是种业发展的核心。”
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在植物种质创
新和进一步开发利用等方面还比较滞
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植物品种也
比较少。因此，以重庆市风景园林科
学研究院作为依托单位、成都市公园
城市植物科学研究院作为共建单位，
川渝联手打造了“川渝共建乡土植物
种质创新与利用重点实验室”，该实验

室于近日获批川渝共建重庆市重点实
验室。

记者了解到，实验室位于西部（重
庆）科学城白市驿镇，将围绕乡土植物
的种质资源保育、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
育、栽培生理与生长发育调控研究、景
观应用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四个方
面作深入研究。

目前，该实验室拥有一支学科专业
齐全、技术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已建
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植物生理实验
室、植物组培室等研究场所以及智能温
室，标准化大棚苗木繁育基地等生产场
地和设施。该实验室已建成月季引种
驯化中心，保存优良月季品种200余
种，开发“女儿红”、水红木等多种乡土
植物，引种保存秋海棠、玉簪、槭树科等
多个新优园林植物品种。

“实验室可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和可
持续发展，加强对川渝地区乡土植物资
源的开发利用，缓解现有植物材料单
一、雷同的局面，加强种质创新，衔接下
游苗圃产业发展和市场推广，为特色花
卉苗木产业发展提供支撑。”重庆市风
景园林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预
计5年内，该实验室可初步建设成为西
部地区集科研、人才培养、成果推广与
应用示范于一体的产学研平台，在乡土
植物种质资源保育、引种驯化、种质创
新与利用领域的研究水平达到全国同
类科研院所的领先水平。

川渝共建乡土植物种质资源重点实验室
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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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黄乔

坚持志愿服务31年的黎雅红，是
沙坪坝区经济桥社区的一名党员志愿
者。她倾心打造的“黎姐舒心坊”，正成
为推动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的坚实
阵地。日前，黎雅红作为“最美志愿
者”，被评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之一。

早在1989年时，时年20岁的黎雅
红还是重庆第一棉纺织厂的职工。那
时，厂里组织公益活动，黎雅红都会报
名参加。她说，自己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的初心很简单，就是觉得能尽自己所能
帮助别人，心情很愉快。

为了保持这份简单的愉快，黎雅红在
志愿服务的道路上，一走就是30多年。

2007年，黎雅红成为井口街道经
济桥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她发现残
疾人、独居老人等困难群众很需要社会
的关爱和帮助，就在工作之余，经常带
领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

2016年，受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
室”启发，黎雅红想着在经济桥社区也
成立一个类似的志愿服务工作室。“社
区的居民大都认识我，喜欢喊我黎姐，
所以就把新成立的志愿服务工作室命
名为‘黎姐舒心坊’。”黎雅红说。

根据居民需求，“黎姐舒心坊”成立

了调解矛盾心理疏导、关爱妇女儿童、
美化家园、组织文艺活动四支志愿者队
伍。在黎雅红的带领下，志愿者从成立
之初的20余人，逐步壮大到200余人。

这支志愿者队伍，在去年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沙坪坝
区最早确诊的两例病例，就是我们社区
的。”黎雅红说，确诊的两人是夫妻，他
们很快被送到指定医院救治，但社区也
有90多户居民必须因此实行居家隔
离。

为保障隔离居民日常生活，黎雅红
和志愿者们每天奔波在抗疫一线，为隔
离居民购买生活物资，开展心理疏导。
除此之外，黎雅红每天还要给一位12
岁的女孩盈盈（化名）送饭。而盈盈，正
是那对确诊夫妻的女儿。

初见盈盈，小女孩还有些害怕，头
发凌乱，面无表情。“妹妹，这是我做的
饭菜，你看看合口味不？”黎雅红尝试着
接近盈盈，并给她做心理疏导。慢慢
地，盈盈少了最初的恐惧，爱笑也爱和
黎雅红谈心事了。

2个多月后，盈盈的父母治愈回
家，黎雅红才放下心来，觉得很满足。

黎雅红表示，未来，她要鼓励和发
动更多年轻人参加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引进更专业化的服务团队，进一步提高
志愿服务水平。

坚持志愿服务31年——

沙坪坝井口有个“黎姐舒心坊”

□本报记者 韩毅

“五一”假期来临，据携程、去哪儿
等平台数据显示，今年5天假期，预计
全国旅客量将达 2.5 亿人次，超过
2019年同期。从订单量看，重庆旅游
人气火爆，为全国十强热门目的地。

来渝游客和在渝市民，如何在“山
水之城·美丽之地”游得舒心、住得安
心、食得放心、娱得开心、购得称心？

跟着“打卡巴渝美景”去旅行

据携程平台数据，今年“五一”假
期，机票、酒店、门票、租车的订单量比
2019年显著增长。上海、北京、三亚、
广州、成都、重庆、西安、厦门、杭州、深
圳为全国前十强热门旅游目的地。

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从酒店预
订量看，重庆排在北京、长沙、上海、成
都、西安之后，位居全国第6，预订量
较2019年同期增长28%。

来渝游客如何游得舒心？“我首先
推介跟着‘打卡巴渝美景’去旅游。”市
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称。

该活动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网信办、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主办，首批共遴
选出了50个有品质的景区景点，目前
已正式推介了30多个。

它们中既有实现人、村、景、艺高
度融合的新秀景区酉阳叠石花谷，也
有适合城市潮玩的沙坪坝融创文旅渝
乐小镇，还有自然风光旖旎的丰都南
天湖，以及“一枚嵌入明月山的绿宝
石”百里竹海、“岁月里的浓墨重彩”湖
广会馆、“献给每一位心怀田园的人”
的归原小镇、“悬在云端的花园”川河
盖、“老奶奶轻抚的古镇”龚滩等，自
然、人文、历史、现代……交融荟萃，定
让你的“渝之旅”不虚此行。

文化旅游节庆活动精彩纷呈

假日文旅消费，除了打卡神奇自
然风光、领略多彩民俗风情，充分体验
旅游目的地的厚重人文风韵、特色节
日氛围，也是旅行者一大“刚需”。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内各大景区了
解，他们早已为市民游客备下丰盛的
节日大餐。如，涪陵美心红酒小镇“五
一”期间将为游客开启一场奇幻之旅，
60多个品种、近700只动物等待游客
合影；“超级旋风翅膀”“蝶变悬崖秋

千”“百年树人时光装置”“风口上的飞
猪”“钢铁巨型黄人”等工业风文创拍
照装置将集中亮相。

重庆欢乐谷将特别举办户外大型
音乐节——犀角音乐节，众多明星嘉
宾将与游客近距离互动狂欢。

武隆白马山景区将举行仙女红采
茶季活动，游客不仅可以到白马山贡
茶园观看采茶能手比赛，还能现场体
验采茶、制茶，以及品尝手工仙女红
茶。此外，还有8D影院、冒险丛林、
白马仙街、浪漫天街巴古石林等景点
可供游客尽情游玩。

北碚缙云山推出了上山“VIP通
道”，包括乘坐公交接驳车、缙云山索
道、森林徒步道等，囊括金刚碑、北温
泉、雨鸣涧、翠月湖、黛湖等景区景点。

此外，金佛山正在举办第12届杜
鹃花节，融合舞蹈、手风琴、萨克斯表
演等；乐和乐都精品动物步行区正式
对外开放，第七届动物运动会展开精
彩角逐；乌江画廊·阿依河上演升级版
非遗文化艺术节及狮舞、玩牛表演；统
景温泉推出峡江半岛诗茶舞乐荟，集
诗歌雅集、茶艺礼鉴等于一体；神龙峡
生态峡谷漂流也将正式开漂。

千万惠民补贴供你“捡趴活”

作为“最宠游客城市”，重庆还帮
游客量身定制了省钱“宝典”。

目前，第六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
消费季（春夏）正在举行，除了非遗集
市、文艺演出等大量活动外，更由市文
化旅游委组织实施，以重庆市文化旅
游公共服务平台——“惠游重庆”为主
要领券通道，发放惠民补贴，覆盖文博
文创、A级景区、星级酒店、文化演出
等文旅产品，一共将发放百万立减劵、
千万惠民补贴。

市民游客可关注“惠游重庆”官方
微信，进入“惠民季”栏目，点击“领优
惠券”，进入“第六届重庆文化旅游惠
民消费季（春夏）”活动专题页面，领取
优惠券。

值得一提的是，节日期间，为切实
保障市民游客“游之舒心”，我市将严
格落实景区“限量、预约、错峰”要求，
强化预约管理、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坚
决杜绝不合理低价、转团拼团、虚假宣
传、强买强卖、诱导购物、欺客宰客等
违法违规行为，给广大游客创造舒心、
舒适的游览环境。

重庆旅游人气居全国十强

在渝怎么耍 这份攻略请收下

□新华社记者

1882.6万人次！“五一”假期首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创新高；多地热门
景区接待量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这个“五一”，“人从众”场景再现。

面对大众强烈的出游意愿，各地
围绕运输组织保障、安全应急管理等
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游客热门目的
地旅游体验如何？记者在北京、武汉、
西安等地进行了探访。

故宫博物院5月1日至5日的门
票全部售罄；5月2日、3日，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热门景
区，以及《长恨歌》《西安千古情》等旅
游演艺均已预订满……这个“五一”假
期，大众出游意愿强烈。

高先生一家四口专门从河北唐山
来到四川游玩，并且还计划去重庆，

“川渝两地旅游资源很丰富，可玩可看
的点很多，早就想来了。”

为了避免人流拥堵、加强疫情防
控，一些景区纷纷采取线上购票、分时

预约、错峰限流、延长参观时间等方
式，优化游客游览体验。

记者了解到，“五一”假期，八达岭
长城景区严格执行全网络实名制预约
售票和游客流量限制，按照单日游客
最大承载量的75%开放预约售票。

根据四川省内和周边省市的游客
多数选择自驾游的特征，乐山大佛景
区在“五一”期间开放景区单位停车
场，新增停车位2500个，假日期间景
区停车位总数达到7500个。

“看媒体报道，三星堆的文物非常
有特色。百闻不如一见，趁着自己和孩
子都放假，赶紧带孩子来看看。”来自重
庆的周扬一家三口虽然在路上经历了
堵车，但还是觉得这趟旅行挺有收获，

“因为在网上提前预约了参观时段，所以
参观体验还可以，没有感到过于拥挤。”

“五一”假期国内游“井喷式”发
展，得益于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平稳，更
重要的是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出游热
情高涨。陕西省旅行社协会常务副会
长王安仁表示，未来，旅游市场将进一
步精细化、品质化发展趋势明显。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经过本世纪前二十年国内旅游市场的
高速增长和出境旅游的品质体验，基
本上解决了旅游消费“有没有”“缺不
缺”的问题，现在开始考虑“好不好”

“精不精”的课题。
“五一”假期，长江首部漂移式多维

体验剧《知音号》开放双场演出，来观演

的游客热情很高。这处“城市新地标”
注重打造文创IP，契合当下年轻人的

“新玩法”。比如，让100年前的经典饮
品“和利汽水”重出江湖；正剧衍生出IP
形象与文创产品，萌娃系列、人鱼系列、
猫系列让人爱不释手；根据黄鹤楼、武
汉长江大桥等设计的“城市轮廓”拼装
积木、冰箱贴等也受到青睐。

“过去市民、游客在城墙只是单纯
走一走、看一看，而近年来城墙景区不
仅有多种互动体验活动和文创产品，还
在做好文物保护基础上，将城墙上的部
分敌楼打造成书吧、艺术中心等，多角
度、多途径展现城墙文化，丰富游客旅
游体验。”西安城墙景区新闻发言人丁
雯佩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新高

“五一”出游“人从众”，何去何从

聚焦“五一”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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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游客在南川区石溪
镇盐井村欣赏生态田园风光。

通讯员 夏于洪 摄/视觉重庆

①5 月 2 日，沙坪坝,游客们
头顶骄阳在磁器口古镇观景拍
照品美食。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②5月2日，渝中区李子坝，

众多外地游客在“轻轨穿楼”景
点前拍照。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1882.6万

5月2日，江北区观音桥，小姑娘
和家人逛街。五一小长假期间，我市
各商圈人潮涌动。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
热
门
景
区
游

▲都市游 ◀乡村游

▲网红景点游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