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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大美重庆，山水人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
“ 两地”
“ 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为深入
挖掘巴渝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精神内涵，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旅融合，3 月 25 日起，全市区县“晒文化·晒风景”
大型文旅推介活动正式启动。
“书记晒文旅”
、
“区县故事荟”
、
“炫彩 60 秒”三大主题异彩纷呈。一个个鲜活的文化故事，一幅幅动人的山水画卷。
即日起，重庆晨报、上游新闻将围绕“晒文化·晒风景”活动，以“最是家乡美”为主题，展现活动在网友、用户中带来的
网络影响力、传播力，深度挖掘人物故事，展现人们对区县文化、旅游的新认识、新了解，唱响“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美
妙乐章。

你知道
“文张飞”吗？你游览过龙缸吗？
“在我们心目中，龙缸就是云阳的兵马俑”
云阳网友点赞
“晒文化·晒风景”
活动，他们说
“双晒”
晒出了对家乡的自豪和自信

“龙缸真是太美了，那是大自然赋予云阳
的礼物。”拿着手机，翻看着上游新闻推送的精
美图文，46 岁的姜伟笑得格外爽朗。他说，那
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幅幅壮丽的画面，把他
带回了家乡云阳。为了让更多的人见识云阳
的美，了解云阳的人文，他迫不及待地将文章
转发到了朋友圈。

又现代！”
姜伟说，这次活动让他通过手机便能看到
家乡日新月异的画面，很振奋，
“我会把这些视
频转发给更多喜爱云阳的人，大家一起来分
享。
”

龙缸是我带朋友回家必去的景点

“你看，为了宣传我们云阳，县委书记都上
阵了！”看了书记晒文旅的视频，姜伟说，
“我也
不能拖后腿，也要当好云阳的宣传员和招商
员。
”
其实，姜伟早已这样做了。
“老家云阳是我
的根！”近两年，云阳龙缸景区是个热门旅游
地，姜伟时常带着陕西的企业家到龙缸、张飞
庙游玩，
向他们推荐自己的家乡云阳。
去 年 ，龙 洞 镇 将 他 列 入 了 镇 里 的 招 商
大 使 ，姜 伟 惊 喜 不 已 。
“这是家乡给我的荣
誉，也是重大的使命，促进家乡发展也是我
的心愿。”他告诉记者，他牵头引进的项目，
现 在 正 在 走 程 序 ，不 久 的 将 来 就 将 在 云 阳
落地。
姜伟说，近年来云阳大力发展旅游，城市
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比如，阳光草坪、阳
光沙滩和水上公园。他的很多外地朋友也都
爱上了云阳。
“很多朋友说，云阳已成为他们将来养老
的梦寐之选。”姜伟说，许多企业家朋友选择来
云阳投资，就是被这里的自然风光和环境所吸
引，而这次“晒文化·晒美景”活动，更晒出了家
乡的文旅自信。

今年 46 岁的姜伟，是重庆市云阳县龙洞
镇人，1998 年大学毕业后便去了外地打工。
凭着一股猛劲、干劲，他在陕西省西安市扎下
了根，
办起了建筑公司。
如今，姜伟创办的陕西浩德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每年完成工程产值近 5 亿元，所承建的项
目多次荣获国家建筑业最高奖项“鲁班奖”，陕
西省文明工地“长安杯”，陕西省十佳企业、优
良工程等建筑业荣誉。
“与以前相比，现在的龙缸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姜伟说，在他儿时的记忆中，龙缸
是个神秘的地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被赋予了
很多传奇色彩，郁郁葱葱的森林和陡峭险峻的
崖壁给人留下无数遐想。
现在，龙缸增设了很多供游客休闲娱乐的
旅游设施，比如悬挑的玻璃廊桥等。姜伟说，
当你置身于玻璃廊桥之上，脚下是万丈深渊，
那种感受让你永生难忘。
“只要我带朋友回云阳，龙缸是必去的景
点。”姜伟说，在他眼中，龙缸在云阳的地位，就
像兵马俑在西安的地位。

当好云阳的宣传者和招商员

云阳张飞庙

你知道
“文张飞”
吗，
来张飞庙看看
“我也未曾想到，原来我们印象中的张飞
还有另外一面。”姜伟说，在《三国演义》中，张
飞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但没想到还有“文
张飞”一说，
“以前只知道张飞庙悬挂有很多名
人题词和字画，真没想到张飞也曾写过文章。
”
姜伟说，最近朋友告诉他，张飞庙的旅游
服务越来越好了，还增加了专业的解说员，专
门给游客讲解张飞庙的故事。
“ 看来，下一次，
我再去张飞庙的时候，要认真听听解说了，看
看这个
‘文张飞’
究竟是怎么个文法！”
看完故事荟的文章，姜伟又点开了炫彩
60 秒视频。一出来就是他最爱的龙缸，然后
逐步呈现的是恐龙遗址和张飞庙。
“ 太熟悉
了，浓缩了云阳的精华。配乐也很棒，古朴而

云阳龙缸景区。
云阳龙缸景区
。

网友点赞

“晒文化·晒风景”活动
接地气长见识
3 月 25 日，重庆各区县“晒文化·晒风
景”活动正式启动。涵盖了“书记晒文旅”专
题宣传、
“ 区县故事荟”专题报道和“炫彩 60
秒”
区县文化旅游微视频大赛三大主要活动，
每周一、周四各推出一个区县，
每个区县的宣
传周期为 3 天，持续至今年 8 月中旬结束。
上游新闻同步推出了专题展示区，首期
“万里长江 天生云阳”展示在上游新闻客户
端一经推出，不仅迅速成为朋友圈争相分享
传播的内容，更引发了上游新闻客户端用户
的热烈互动。
网友@永远开心告诉记者，25 日晚，他
的朋友圈里有人转发上游新闻客户端的“晒
文化·晒风景”。
“我是云阳人，看到大家都在
转发家乡‘万里长江 天生云阳’的消息，有
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刚开始的几分钟，@永
远开心还在慢慢看。等看完退出来，才发现
微信朋友圈已经被这一消息刷屏。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转发重庆日报刊发
的《万里长江 天生云阳》的文章。@永远开
心说，
当他看到这篇文章时，被里面精美的图
片和灵动的文字吸引。
他转发时还写道：
“ 书记晒文旅，上游新
闻先睹为快！”
短短半小时，@永远开心分享在朋友圈
的内容，获得的留言和点赞数加起来约有
100 条。
“ 我朋友圈里的好友，多数是云阳本
地人，大家看到县委书记都在晒云阳文化旅
游，
内容既接地气又很亲切，大家点赞评论都
很积极。”
他指着手机说。
不仅仅是网友的朋友圈是这样，
上游新闻
记者将这一文章转发到朋友圈也获得不少朋
友转发，
“被趣味生动的
‘区县故事荟’
所吸引。
”
网友@践行者留言：
“ 我虽然不是云阳
人，
但在云阳工作过三四年，云阳的变化真是
一天一个样！”
“耶，
原来黑脸张飞还是个秀才嗦！”
网友
@请叫我暖通哥说，以前不知道，原来张飞不
仅会上马杀敌，下马还可以写文章，
真是颠覆
了
“猛张飞”
在他心中的形象。
记者的朋友圈里有一大拨楹联爱好者，
他们则被云阳的楹联文化所吸引。
“新年纳余
庆；佳节号长春。”这是有正史记载的第一副
春联，原来题写这副春联的辛寅逊是重庆云
阳人。
此外，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
“晒文化·晒风
景”
的活动很巴适，
让人坐在家里就能尽赏重
庆的大好河山、大美人文。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析力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
“2018 天天正能量年度公益报告”

重庆获奖人数全国前三 本报推荐案例获奖数十次
3 月 26 日，在杭州举行的“世界因你更美
好——第七届媒体公益与社会责任”研讨会
上。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2018 天天正能
量年度公益报告”，重庆入选 2018 年度十大正
能量城市，并且正能量人物获奖次数位居全国
前三。2018 年度，重庆晨报·上游新闻推荐案
例获奖次数达数十次。
《一场迟到 39 年的婚礼感动很多人 天天
正能量为他们颁奖
“祝福真爱”
》
《公交车司机从
歹徒榔头下勇救小女孩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奖励他 5000 元》
《点赞！
“轮椅男孩”获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奖励 20000 元》
《徒手接住跳桥
研讨会现场。
男子 重庆民警获评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三
“背妈妈”
看世界的孝子黄勇，
他背着母亲旅行、
等奖》……
你还记得这些重庆晨报·上游新闻曾经刊
看马拉松的故事，
引起了社会巨大关注，
向全社
会传递亲情、孝道、家风。再比如，
重庆晨报·上
发过的报道吗？这些年来，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和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曾共同奖励过数十名
游新闻刊发的新闻《高考 670 分的重庆轮椅男
孩 拿到录取通知书》，
讲述了一个
“轮椅男孩”
正能量人物，
鼓励和引导社会向善向上。比如，

的家庭与厄运多年不屈抗争的故事，满满的正
能量，
鼓励和感动了无数网友……
2013 年，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启动“天天正
能 量 ”公 益 平 台 ，并 承 诺 每 年 投 入 500 万 至
1000 万元，用现金奖励凡人善举、传播和弘扬
社会正能量。截至 2019 年 3 月，6 年时间，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 281 期正能量每周评选、
770 次特别奖励策划，共奖励中外获奖者 6190
人，发放公益金 5206 万元。同时，天天正能量
还与媒体进行了 600 多次创新公益项目联动，
组织了 1000 多场次公益活动。此外，通过阿里
巴巴生态体系平台及商家，共募集公益物资
1500 余万。
6 年来，越来越多的获奖者选择接受荣誉，
并将正能量奖金转捐给他人。2018 年，约四分
之一的获奖者在收到正能量奖励后转捐，这一
数据远高于历年。
“这些奖励像一颗颗种子，激
发了很多获奖者对社会改善的参与感，从而改

变了他们的人生。
”
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说。
本次披露的年度获奖者数据显示，学生群
体（包含小学至大学）的获奖比例提升了 30%，
占比 15.1%，超过农民及进城务工群体、司机、
医护人员、警察等，首次跃至第一。同时，逐渐
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的 80 后，首次与 70 后并
列，
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年龄层。
此外，浙江、河南、四川、山东、湖北、陕西、
江苏、黑龙江、辽宁、河北成为 2018 年度十大正
能量省份，河南、浙江、四川、山东等省份始终排
名前列；杭州、西安、重庆、成都、武汉、哈尔滨、
沈阳、郑州、兰州、济南（排名不分先后）入选
2018 年度十大正能量城市。
会上，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宣布了新一年
的工作计划：启动 2019 正能量主题年，寻找“正
能量合伙人”，增加公众参与度，并发起正能量
益加一计划。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