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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暴雨前疏通管网
企业免灾送锦旗致谢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见习记者 陈竹

“拼命三郎”头顶烈日坚守在养路一线
为高温下的最美劳动者点赞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谭柯 实习生 龙伟豪

昨日下午2点，室外气温近45℃。在巴南区鱼洞街道石林路
的一个滑坡路段，停放着一台抢险设备，皮肤黝黑的刘涛正捧着
碗，站在路边跟几名养路工一起吃饭，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
这是坚守在养路一线25年的“拼命三郎”、巴南区鱼洞道路管理站
站长助理刘涛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日，刘涛被巴南区交委评
选为“巴南最美劳动者”。“25 年
了，做公路养护，作为党员，在社
会基层，通过“两学一做”教育学
习和指导，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

工作，也算是个合格的交通人
吧。”刘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翻开巴南区公路养护的历年
档案资料，刘涛的身影随处可
见。鏖战水毁、巡查公路、热心助

人，一张张照片不仅记录了刘涛
这个由农家小伙蜕变为站长助理
的全过程，更展现了一位党员通
过“两学一做”教育，深化实践，实
现个人价值的过程。

重庆商报讯 重庆避暑休闲
耍事多！8月6日，记者从市旅游
局获悉，8 月期间，结合避暑休
闲，我市将推出黑山谷高山国际
气球节和 2017 仙女山雪花啤酒
节等持续性的特色主题活动，给
市民不一样的夏日清凉体验。据
了解，黑山谷高山国际气球节在
8月20日前的每个周末将开启最
有“高度”气球盛会，高达25米的
黑叶猴卡通巨型气球、17位卡通
明星巨型气球将与你互动。而
2017 仙女山雪花啤酒节举办时
间为 8 月 4～6 日和 8 月 11～13
日，6天啤酒音乐狂欢夜，让你畅
享“泡沫之夏”。

八层楼高黑叶猴
带领卡通明星亮相

8月 5日，第二届黑山谷高山
国际巨型气球节在黑山谷游客中
心广场正式启动。在活动现场，
巨大的气球卡通明星引得现场游
客兴奋尖叫；25米高的黑叶猴更
是让现场游客们惊叹不已；还有
花车巡游和互动表演，让游客如
痴如醉。

黑山谷的形象代言人——黑
叶猴，在今年的气球节上，一下子

长高到了25米，足足有八层楼那
么高，萌出全新高度。今年的气
球 节 现 场 比 去 年 更 加 热 闹 ，
Hello Kitty、哆啦 A 梦、蓝精
灵、维尼熊、小黄人超级马里奥、
愤怒的小鸟和小猪佩奇等 17 位
巨型卡通明星一一亮相。在巨型
气球巡游环节，这些动起来的“大
个子”，萌态可掬，引发游客阵阵
欢呼。

除了巨型气球展示和表演，
活动现场还专门布置了一系列互
动娱乐项目。如手绘3D互动墙，

专门为亲子家庭们铺设的10000
㎡的彩虹游乐回廊，还有创意集
市，特色美食。

相比去年的气球节，今年还
特别增加了晚上的娱乐休闲项
目，让游客们一整天都有得玩。
黑山谷歌友会、星空 KTV、露天
广场舞、露天电影院、夏日露营节
也将在开幕式后连续三周的周末
精彩放送。

需要提醒的是，本届黑山谷
高山国际巨型气球节举办时间为
8月 5日～8月 20日，每周周六、

周日，精彩不间断，邀你在黑山谷
的清凉中，畅享童话般的主题休
闲避暑。

六天仙女山啤酒节
邀你欢度“泡沫之夏”

8月4日晚，为期6天的2017
武隆仙女山雪花啤酒节在仙女天
街启幕。苗族鼓舞、激光秀、摇滚
配上啤酒、美食，数千游客在仙女
山欢度季夏不眠夜。

据武隆仙女山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负责人介绍，“‘干杯仙女山·
17来狂欢’啤酒节举办时间为 8
月4～6日和8月11～13日，贯穿
两个周末。包括激情唱响夜、摇
滚狂欢夜、炫舞动感夜、国际风情
夜、青春魅惑夜、仲夏迷情夜6个
主题夜活动，模仿秀、创意乐器
秀、桑巴舞、镜面舞、街舞、DJ趴
等表演将悉数登场。

活动现场，每晚都将举行“酒
王争霸赛”。对自己酒量有自信
的朋友都有机会上台角逐当晚的
酒王，赢取丰厚奖品。本次啤酒
节不但不收取任何门票，还准备
了两万听啤酒免费大放送。同
时，由多地美食组成的美食节将
同步展开，30余种下酒菜等待游
客前来品尝。

游客还可通过武隆天坑寨子
景区“大转盘”抽奖活动，获得景
区门票及景区购物券。而仙女天
街商业街数十家餐饮商家将通过
多种方式，向现场观众免费发放
数百张消费优惠券。

此外，天坑寨子景区“乐享亲
子游 玩转大地之心”泥地狂欢
季主题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爸
爸去哪儿》第二季原版泥地足球
场地将持续开放。景区将派专人
组织参与泥地足球、泥地赛跑、泥
地摔跤、泥地捉泥鳅等泥地互动
活动。

重庆商报讯 靠山吃山珍，
靠河吃河鲜。在綦河河畔的江
津区广兴镇彭桥村，沿 210 国道
以北渡鱼为招牌的特色鱼店一
家接一家。南来北往的客人点
一条北渡鱼，可以有“四种吃
法”，让大家赞不绝口。然而，随
着渝黔高速公路通车，210 国道
人流锐减，北渡鱼老店遭受重
创。不过近年随着三环高速的
通车，“广兴北渡鱼”老店又迎来
重振的新机遇……

一条路兴起一道“北渡鱼”

说 起 北 渡 鱼 的 得 名 与 兴
盛，210 国道是一个绕不开的关
键词。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彭桥村
村民将綦河里捕捞的新鲜河鱼，烹
制出开胃刺激的豆瓣鱼、麻辣鱼，
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菜品。当时，
210国道是贯通渝川黔的交通要
道，南来北往的司机、行人很多。
这些食客吃了彭桥村的鱼后，往往
一“尝”不可收拾，纷纷成为回头
客。因为这种煮法首创于广兴镇
彭桥村北渡店子，食客们一想到吃
鱼就相约：“走，到北渡吃鱼去”，
北渡鱼便由此而得名。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渡鱼的
美誉经 210 国道远传至四川、广
东、广西等地，一时间名声鹊起。
沿线的北渡鱼店也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成为广兴美食的一块金字
招牌。

一道鱼吃出一个“国字号”

最先的北渡鱼以豆瓣鱼、麻

辣鱼为主。后来，为了满足不同
的食客口味，逐渐演变成如今的

“一鱼四吃”。不管在广兴哪家北
渡鱼老店，做鱼一直坚持“现点、
现杀、现煮”。

记者昨日在现场看到，杀鱼
师傅麻利地拎起一条活鱼，快刀
去鳞后，又将鱼头、鱼骨、鱼肉片
开。鱼肉切片做成麻辣鱼或番茄
鱼，鱼头炖汤做成鱼头抄手，带骨
的鱼身做成酸菜鱼。鱼杀好片
完，作料亦备齐。灶台上，鱼骨下
入沸水锅内，锅中放入大把的辣
椒、花椒和大蒜，以及店家配制的
一些“秘制调料”。鱼肉在红亮亮
的汤中打上几个滚，就起锅装入
一个个搪瓷大盆，最后淋上滚烫
的沸油，一盆色香味俱全的麻辣
鱼就上桌了。

据北渡鱼老店“鱼香春”店主
吴秀福介绍，吃北渡鱼如同品读
一篇绝世文章，要先尝开胃的酸

菜鱼，接着吃激爽的麻辣鱼，然后
品醇香的番茄鱼，最后以清淡的
鱼头汤收味，暗合写文章“起承转
合”之法。其中既有“虎头、豹
尾”，又有“猪肚、龙身”，实在令人
啧啧称奇。凡品尝过的食客，均
赞不绝口。

2004 年，“北渡鱼”被评为
“中国名菜”，列入《国家菜谱》。

一批店催生“特色经济带”

为了向外拓展市场，精明
的广兴人已经将北渡鱼店开到
綦江城区、江津城区甚至重庆
主城，逐渐风靡巴渝大地，各地
食客都能尝到这道来自綦河的
美味。

在这些“北渡鱼”店中，开店
最早、名气最响的有迎风楼、鱼香
春、綦河春等多家，有的已开了十
余家分店。吴秀福介绍，广兴走

出去的几家知名北渡鱼店，每年
卖出去的鲜鱼在 70 万斤以上。
如此火爆的销售，当地养殖的河
鱼早已供不应求，并带动了大批
养鱼大户。

“彭桥村是北渡鱼的发源
地，我们将用好北渡鱼品牌资
源，培育一条特色经济带，促进
群众增收。”广兴镇镇长敖国介
绍，虽然随着渝黔高速通车，彭
桥村的北渡鱼老店经营一度遭
受重创，但走出去的北渡鱼新店
却生意红火，传承着北渡鱼的舌
尖传奇。

目前，广兴镇迎来綦河流域
乡村旅游发展新机遇，该镇正谋
划着重振“北渡鱼”老店雄风，抓
住彭桥村距离三环高速北渡下道
口仅七八钟车程等有利条件，规
划打造北渡鱼老店经济带，引导
各个老店上档升级，再创北渡鱼
新辉煌。

重庆商报讯 “有为乃成，践行必至。
疏解民忧，畅得人心。”近日，重庆江畔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为渝中区市政园林管理局送
去锦旗，对工作人员抢在暴雨前疏通管网，
让公司设备避免受浸泡表示感谢。

据了解，今年4月，渝中区市政园林
管理局提前进入防汛状态，强化设施巡查
维护，落实24小时值班制，确保设施安全
有效运行。近日，该局市政设施维护管理
中心人员巡查时，发现洪崖洞临江路2号
路面污水外溢，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先行
截流、引流。该局还加派人手克服连晴高
温、人车流量大等困难，连续3天进行管
网清掏疏浚，抢在暴雨来临前完成疏浚任
务，防止洪崖洞景区物资受损。据悉，由
于此次疏通管网，避免了重庆江畔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位于负楼层的设备、器材等近
百万物资免受污水浸泡。该公司于是特
意送上锦旗表达谢意。

弯曲手机屏幕
即将实现南川造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罗永攀
实习生 龙伟豪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南川区
获悉，在刚刚举行的南川区招商引资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上，该区已和台湾启研
科技公司等签署卷对卷软性AMOLED
面板项目框架协议，拟投资 110 亿元。
该项目计划在今年底动工，明年年底实
现量产。明年，或许你的手机就将变得
可以弯曲，而这个手机面板，有望实现
南川造。

据介绍，此次达成的框架协议包括
台湾启研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在南川投资 110 亿元建
设卷对卷软性 AMOLED 面板项目，项
目主要生产拥有自主技术及核心竞争
力的卷对卷软性AMOLED面板上下游
产业链。

“该项目有望明年投产，届时每月可
以生产400万台手机屏幕，年产值将达
12亿元人民币。”台湾启研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毅介绍，这个项目生产的手
机屏幕和现有手机四四方方不能折叠的
屏幕不同，未来的手机屏幕可以弯曲，也
可以定制成多样化的，专供国内各高端
手机生产企业。与此同时，这个项目将
在南川打造全产业链，实现全球最大的
AMOLED面板制造基地。

这种卷对卷柔性AMOLED面板有
什么作用？“这种面板或者说显示屏是可
以卷起来的，如果说手机的相关部件都
能卷起来，再配上我们的显示屏，整个手
机就可以卷起来。”该负责人称，目前重
庆的这一项目拟生产的是代表汽车尾灯
的显示器，“就是把汽车尾灯变成显示
器，后面的汽车就能够通过这个显示器，
了解前面车的状况，为实现汽车无人驾
驶提供了一种技术支持。”

刘涛（左）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气球节现场 景区供图

江津“广兴北渡鱼”重振“老店经济带”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罗永攀 实习生 龙伟豪
通讯员袁孝椿 吕晓

重庆今夏避暑耍事多 邀你去“嗨皮”
市民周末可到黑山谷看巨型卡通气球，到仙女山体验啤酒音乐狂欢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许安全

俗话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而中国的公路，是养出来的。
在畅通的交通道路背后，你知
道吗？全靠着一群孜孜不倦坚
持工作的公路养护英雄。

正是他们，在一次次泥石流
与塌方中，为人们疏通道路，抢险
救灾；正是他们，在一次次路面塌
陷与裂缝中，为人们填补道路，指
挥交通；正是他们，在一次次极端
天气危险道路安全的情况下，恪
尽职守，帮助困在公路上的车辆
平安回家；正是他们，倾尽一生，
始终如一地坚守在公路第一线，
守护着公路的安全与畅通。

当大家驾车外出看到路面
上辛勤劳动的养路人，不妨多
一点感激，说一声谢谢。

作为党员，刘涛践行党的宗旨，
保持公仆情怀，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
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
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一次抢险中，一位老太太手拿
帆布袋子，试图跨越被泥石流覆盖的
路面，十分危险，正巧被指挥工作的
刘涛看见。

“小伙子，你帮我过去一下，得行
不？今天我的小孙子过生日，我要去
赶场给他买蛋糕。”老太太向刘涛求
助。刘涛观察到路边坡塌下来的碎
石暂时没有滑动的迹象，一边叫工友
帮忙留意碎石，一边说：“那我背你过
去吧！”刘涛随即挽起裤腿，弯下腰，
一把背起了老太太。

身高只有 1.6 米的刘涛，背着与
自己个头相当的老太太，虽然显得有
些吃力，但他每往前迈出一步，都会
试一试脚下是否有碎石，踩稳当了再

迈下一步。平时半分钟就能走完的
路段，刘涛足足用了5分钟。

刘涛的同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刘涛平时很爱帮助人，总是默默做
好事。他还经常带着我们一起学党
章、学系列讲话，激励大家要努力进
取，做好自己的工作，牢记自己的使
命。”而刘涛自己也表示：“‘两学一
做’如何做，我认为就是要用心、用
力、用情好好干好本职工作，才能做
合格党员。”

刘涛告诉记者，入伏以来，天气炎
热，在高温条件下，已发生了几次公
路塌方。每日清晨5点多钟，他跟同
事便赶在日出前进行路面整修。即使
在炎热的午后，也要随时待命，为道
路安全坚守在夏日第一线。刘涛说，

“希望不屈不挠的铺路石精神能传承
下去，同时也将‘两学一做’学习工作
更好地在基层落实、宣传下去”。

辛苦付出 成最美劳动者

2012 年 5月 21日凌晨，特大
暴雨袭击巴南。刘涛接到任务电
话后，顾不上吃早饭便赶到受灾
现场。在塌方、泥石流随时可能
发生的情况下，为掌握第一手水
毁灾情，刘涛带领着4名养护工冒
雨趟过齐膝深的泥石流，徒步丈
量沿路的水毁路段、拍摄水毁照

片，设立警示标志。为保证约3万
人的通行安全，刘涛随后又带着
养护工们争分夺秒抢通便道，吃
住在抢险现场，指挥疏通道路。

“饿了，大家就蹲在路边吃几
口冷饭；困了，就到车里小睡一会
儿。”刘涛说，在他和养护工们长
达3天的共同努力下，一条150米

长的通行便道终于艰难抢通。
刘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

次抢险，让我回忆起25年前，我的
父亲刘杨俱第一天送我上班说的
话，‘这是一个苦力活儿，要干就
好好干，再苦再累都要把路护
好。’”据悉，刘杨俱也是一名养护
工人。

恪尽职守 做好本职工作

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
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
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贯彻执行。

2006年就入党的刘涛积极响
应单位，组织学习党章党规、系列
讲话，更自我学习、自我认识，保
持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
得上去。

2016年7月2日，受强降雨影
响，巴南圣二路形成 5至 30厘米
的错落陡坎，路基变形严重。为
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巴南区公路

养护段要求鱼洞管理站对该路段
实行24小时安全监测。可就在当
时，刘涛的妻子熊吉红刚做完乳
腺癌手术，还未出院。正在休年
假的刘涛接到命令后，二话不说，
立刻赶回管理站，投入到防汛工
作中。为监测公路，刘涛24小时
彻夜坚守在公路旁。漆黑的夜
里，刘涛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打着
手电筒，电筒的光线照射着路边
摆放的安全锥。

当记者问及他为什么不告诉
单位实情时，刘涛说，“少了我一
个，大家就会更忙，多一个人多一
分力。再说，我身为站长助理，还
是一名党员，这个‘两学一做’的

带头作用还是应该要发挥的。要
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就要明确身
上的责任。”在这次防汛工作中，
刘涛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将

“两学一做”落到了实处。
由于工作繁忙，刘涛只要有

空闲时间，都会用来陪伴、照顾
家人，为家人做饭。“结婚二十几
年来，作为党员、父亲、丈夫，我
感觉到身上的责任重大。”刘涛
接受采访时说，在进行“两学一
做”教育学习的同时，更要扮演
好自己的角色，扛起身上的责
任，做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公仆，
做一个对得起国家、人民和自己
良心的养路人。

工作家庭 明确责任义务

温暖助人 扬“铺路石”精神 记者手记

看到养路人不妨说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