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门口变身旅游景区
下岗工人开起三家店

“家门口上班，而且是景区，这几天钱可
比平时挣得多，哪有心思休息哦，反而是家
里能帮忙的亲戚朋友都叫来帮忙了。”2月4
日大年三十，涪陵蔺市美心红酒小镇，曹国
蓉在自己的餐饮店内忙得不亦乐乎。

时间若倒回到十几年前的春节，曹国蓉
却还在为生计发愁。

15 年前，曹国蓉和丈夫双双下岗。后
来，丈夫又患上了直肠癌。丈夫治病要钱，
孩子上学也要花钱——如何挣钱，成了彼时
曹国蓉心里最担心的问题。

但就在这时，美心红酒小镇开始打造，
针对拆迁户推出“加盟”机会：交纳一定数额
的保证金后，拆迁户就可以在景区选择一个
门面，“零租金”入驻红酒小镇。

“我要是不干了，保证金也还能退。”曹
国蓉把握机会，在景区开起了玩具店。

随着红酒小镇渐渐红火，曹国蓉的生意
也水涨船高，于是又盘下两间餐馆。如今，
她的丈夫经过手术，身体日渐硬朗；老两口
也抱上了孙子，“日子越过越顺当”。今年春
节期间，收入最多的一天其中一个店达到近
万元。

像曹国蓉这样开起店的村民，在红酒小

镇还有很多。
“小镇里大大小小的经营户约有100多

家，70%都是本地村民。”美心红酒小镇打造
方美心集团总裁助理杨孝永介绍，在打造红
酒小镇时，集团提出了“打造利益共同体、让
红酒小镇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参与者”的

“共赢”解决方案。一方面是针对青壮年拆
迁户，在经过技术培训之后，可以就近进入
美心门业工厂务工；二是针对有创业意向的
拆迁户，由红酒小镇景区提供免租金门市；
三是针对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拆迁户，
可以通过招聘进入红酒小镇运营方美心投
资公司。这三记“组合拳”打出，红酒小镇真
的成了当地人“自己家的产业”。

探亲旅游两不误
外国游客也来体验特色民宿

记者看到，如今的涪陵蔺市美心红酒
小镇，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光景，春节期间
游客如织，景区内生意红红火火。除了当
地人纷纷前来游玩外，还吸引了不少外地
游客。

“以前遇到节假日，我们都是去别的旅
游景区，现在家门口就是旅游景区了，直接
回家玩，还探了亲，何乐而不为。”在景区游
玩的李先生表示，自己本就是蔺市人，春节

回家探亲，顺便也和一家老小一起游游小
镇，感受一下网红景点。

记者在景区看到还有不少外国游客。有
游客向记者表示，早就在网上看到这里的民
宿很特别，此次是专门过来体验的。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美心洋人
街为支持地方建设，整体搬迁至红酒小镇
并进行了升级，打造出了香溪廊桥、马赛
克花田、穿楼小火车、全国最低价旅游索
道、乡村乌托邦特色民宿等“网红”景点，
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旅游。同
时，景区的“平民经济、大众消费”经营理
念成为核心竞争力。如 1元钱的网红洋人
街馒头、2 元钱的风味面包、3 块钱的豆花
饭、4块钱的小面、5块钱的自助早餐、低至
28 元一人的住宿，获得广大游客的认同和
赞许。仅 2018 年，景区接待游客 150 多万
人次。

今年春节期间，红酒小镇举行了首届新
春庙会，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
对联字画、腊味香肠、巴渝特产等年货，以及
上演了川剧、跑旱船、焰火晚会、耍狮舞龙、
秀山花灯、万古鲤鱼灯舞、梁山灯戏等重庆

“非遗”节目。春节期间，小镇还变身“侏罗
纪公园”，不少游客都争相来“打卡”。自大
年三十起，到正月初五，游客总人数比去年
同期增长2倍，超50万人次。

抓住乡村振兴机遇
今年小镇还要大变样

“近年来，当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相应的政策倾斜力度日益加大，各种产
业要素和发展资源也开始向乡村涌动。红
酒小镇作为美心集团未来转型发展的突破
口，也是美心探索出的一条民间资本参与
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随着 2019 年的到
来，景区还将在硬件上不断投入，在服务上
不断升级，让红酒小镇保持为继洋人街之
后美心集团推出的‘长红’景点。同时也带
动当地更多人一起致富。”杨孝永说，美心
集团将借国家扶持民营企业的东风，力争
把红酒小镇的吃住行游购娱做成洋人街鼎
盛时期的人气。

杨孝永透露，美心还计划在红酒小镇旁
边的G50高速路旁建设4.0版本的红酒主题

“高速路服务区”，通过与高速公路“无缝衔
接”，打造“旅游+高速”的产业链延伸环节，
从而催生“全国首个和高速道口实现‘一体
化’的乡村旅游景区”。也力争做成西南地
区最大的红酒集散地。

据悉，为了保证红酒货源，两年前，美心
集团就已经开始入股国外酒庄，去年上半
年，美心集团又在澳洲买下百吉·布鲁克葡
萄酒庄园，可自产系列葡萄酒约20款。

为完成爷爷的遗愿，来自贵州的孙女和
其家人踏上爷爷故乡重庆璧山，为爷爷寻找
已经50多年没有联系的亲人……就在这个
春节团圆之际，璧山区河边派出所民警伸出
援助之手，助他们找到了亲人，一家团圆。

2月8日上午10点，几名外地口音的群
众来到河边派出所求助，值班副所长叶松热
情接待了他们。经过详细询问，这几个人来
自贵州，春节期间是专程来重庆璧山，是为
了找到失联50余年的亲人。

据了解，戈女士的爷爷戈英杰 50多年
前只身一人离开家乡璧山到了贵州打工，由
于当年交通、通讯不畅，自此便与家乡亲人
失去了联系。后来，爷爷年纪越来越大，越
发的开始思念家乡和亲人，虽然尝试寻找
过，但一直没有消息。爷爷临终前再三嘱咐
子女后人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亲人，一家团
圆。

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戈女士等人就
趁着过春节时，相约家人一起回到璧山寻
找亲人。但由于所知道的信息太少，来到
璧山后辗转了多个地方都没有找到丝毫
有用的线索，寻亲一事就此陷入了僵局。
由于戈女士爷爷过世前说过老家是璧山
河边镇的，于是几人就只好来到了河边派
出所寻求帮助。

戈女士等人提供的信息很少，只知道
老人生前在璧山有个兄弟叫戈天德，具体
出生年月也不清楚，只知道大概是四几年
的。虽然信息少得可怜，但叶松还是立刻
想办法为他们查找。经过一番查询和询
问，还真发现在河边镇文昌街就有一个叫
戈天德的老人，与他们说的年龄也大致相
符。叶松兴奋地把他们带到了那里。但可

惜一番交流过后却发现这家人并
不是他们所要寻找的亲人。

看到大家失望的面容，叶
松急忙安慰他们不要着急，自
己 会 尽 全 力 为 他 们 寻 找 亲

人。可毕竟是事隔几十年了，查找起来确实
有难度，叶松和同事一起反复查询了系统和
老档案也始终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就在戈女士等人失望地准备离开时，
叶松突然想到了河边镇浸口村有很多戈姓
人家，那里或许会有点线索。于是叶松又
立即带他们去到了浸口村。经过和村干
部、村民等多方交流，找到了管理戈家族谱
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那里打听到了
戈天德老人的消息，不过可惜的是老人已经
去世了，叶松又通过多方打听联系上了老人
的家人，发现现在住在大路街道一个偏僻的
村子，叶松怕戈女士他们人生地不熟找不到
路，就专程开车为他们引路。

最终，失联多年的亲人们见了面，终究
是亲人，虽然以前从未见过面，但一见面就
感觉格外亲切，他们相互紧紧拥抱在了一
起。

原来璧山的亲人也一直没有忘记戈英
杰老人，还曾多次到贵州去找寻过，不过可
惜都是失望而归，没想到这次在派出所民警
的帮助下，失散多年的亲人总算是团聚了。

双方激动得热泪盈眶，拉着叶松的手就
不放，再三表示感谢。最后在老人的提议
下，戈家一大家子人决定当即照个全家福留
念，同时还特别邀请叶松和同事一起共同合
影，所以便有了这张特殊的“全家福”照片，
为这个冬天又增添一份温暖。

春节回家，已然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大
事。但一些行业的从业者总是在坚守，让别
人的回家之路更加顺畅，比如网约车司机。

见到滴滴礼橙专车司机的曹磊时，他正
在出席江北区举办的新时代百名身边好人
发布会，因为2016年千里送病人肝移植，他
最终获得江北区年度身边好青年奖。

已经在滴滴平台开了四年网约车，对于
曹磊而言，这份职业不仅是他养家糊口的一
份责任，也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一条通道。

2016年10月的一个晚上，曹磊接到一个
特殊订单。对方请求曹磊将急需肝移植的病
人，从重庆的家中连夜开车送至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由于肝脏必须从活体取下来后的4-
6个小时进行手术，他星夜兼程，不仅为经济
并不宽裕的患者节余了数千元救护车费用，
还挽救了一个家庭。回想2年前的经历，曹
磊并无太多感叹：“生命高于一切，只要自己
能做到，一定会拼尽力气，拼一个生的机会。”

开滴滴前，曹磊做过服装生意，开过代
驾公司。后来，他找了一份公交集团的内勤
工作，并利用闲暇时间开起了滴滴快车。因
为勤劳，曹磊兼职开车的收入比正式工作多
了几倍，使他毅然选择辞职——开专车。

“几乎每天都要开16个小时的车，从早
上天未亮就出门，凌晨才回家，缺少了很多
陪家人的时间。”不过曹磊认为，这样的辛苦
还是值得，因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越
来越高，他的订单也越来越多，平均每月有
1万多元的收入，对他而言，可以让家人在
重庆拥有不错的生活。“其实除了赚钱，这份
工作还是颇有意义。”曹磊说，专车司机比一
般的公共运力，升级的是一种服务，除了安
全的把乘客送往目的地，还有机会帮助到更
多人。5 年的从业经历中，他送过急症病
人，拉过赶考学生，送还过失物，许多许多好
人好事让他越发对这份职业充满荣耀感。

临近春节，返乡过年的人也多了起来，因

司机减少、出行需求增多而带来的运力不足，
让很多乘客无法与亲人团聚。记者从滴滴了
解到，1月28日～2月10日（腊月廿三～正月
初六）新春期间，全城走亲访友出行需求旺盛，
司机多有休假，空闲车辆或供不应求，相比去
年春节，司机同比减少24%。然而，曹磊从事
网约车工作以来，却始终在春节期间坚守岗
位，为返乡人回家之路“摆渡”。

“今天早上才去了一趟广安，下午还有
一单就提前下班了，回家团年。”曹磊告诉记
者，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他们一家的团年时
间往往会提前几天，团年之后，他便很少回
家，几乎全天都呆在车上。曹磊说，利用互
联网的信息化手段，春节期间几乎都是预约
单，单子几乎24小时不间断，他只能利用等
乘客的间隙在车上打盹。过往几年，为了维
持形象，他把洗漱用品和换洗的衣服都带在
车上，方便更换。“出租车都说没生意，但我
们的生意却好得很，同时也帮助了别人，我
想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近日滴滴发布公告称，将在全国268个
城市，向快车（含拼车）、优享、优步、专车乘
客每单额外收取 1 到 9 元“春节司机服务
费”。目前，重庆乘客使用滴滴叫网约车已
加收3元服务费，从除夕到初六，这一服务
费将上涨至 6元。针对滴滴的这一
做法，曹磊表示，平台比较暖心，对春
节期间坚守岗位的人而言，也
是一份不错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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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变身旅游景区
下岗工人开起三家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春节假期，都是休闲玩乐
的时候，但是对于涪陵蔺
市人曹国蓉来说，却是一
年中最为忙碌的几天。因
为这几天，她所在的美心
红酒小镇游客如织，正是
自己店铺“赚钱的好时
候”。近年来，抓住蔺市美
心红酒小镇景区发展机
遇，曾是下岗工人的她，已
经开起三家店。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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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迪西

送人回家 网约车司机车上跨年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宇
实习生 李梦梦

帮人寻家 失联50年的亲人团聚

正月初一，曹国蓉在美心红
酒小镇自己的餐饮店内忙碌。

亲人团聚后的合影 滴滴礼橙专车司机曹磊 记者 张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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