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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抗疫英雄曾全胜一家聚少离多

这个中秋节 终于吃了一顿团圆饭
中秋国庆喜相逢，合家团圆庆国庆。经历
了一场疫情的
“洗礼”
，
今年的国庆长假，
人们体
会到了“回家团圆”的温暖，感受到了人间实实
在在的烟火气。
10 月 8 日，国庆中秋双节最后一天，很多
人还在享受最后的假期，但曾全胜和妻子早已
投入到工作中。这个假期，他们一家人终于聚
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曾全胜是垫江县桂溪街道党工委委员、政
法书记，也是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这顿团圆饭对他来说，十分珍贵。因为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一家人就加入了抗疫
队伍，
各自忙碌着……

刑人员和部分狱警感染新冠肺炎，她主动请缨
支援湖北。
曾全胜二话没说，
全力支持妻子的决定，
并
送妻子走上抗疫前线。
读大学的儿子曾浩阳也主动请缨参加南岸
区抗疫志愿服务工作队，利用休息时间对留守
儿童进行线上“一对一”辅导，对他们进行学业
帮扶。
抗疫期间，年迈的父母也给了他最大的支
持。母亲身患癌症卧床不起，父亲脊椎断裂术
后恢复中……为了不让曾全胜担心，二老每天
打电话给他报平安，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终于吃了顿团圆饭

他把家搬到办公室
今年 51 岁的曾全胜，从事政法工作已经
31 年。
2020 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至，垫
江县城桂溪街道常住人口 13.6 万，人员流动复
杂，
管理难度大。作为桂溪街道政法书记，
又分
管卫生健康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
他主动担起了
疫情排查防控的重任。
“我还记得除夕前一天，街道紧急召开了动
员大会。
”
曾全胜说，开完会后，
他就拿着资料和
“小喇叭”出了门，走街串户，开始挨家挨户宣
传，登记资料等工作。他先后组织安排了 6 轮
大排查和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重点排查，累计排

曾全胜妻子金昊从武汉凯旋。
查 195572 户 478930 人。在此期间，他还发动
身边的力量多方筹措口罩、酒精、消毒液等物
资，督促对辖区 316 万平方米公共场所完成三
轮全覆盖消毒。
为了节约时间，方便工作，
他干脆把家搬到
了办公室，一住就是 77 天。

一家三口上阵抗疫
除了曾全胜，他的妻子和儿子也积极参加
到了抗疫工作中。
曾全胜的妻子金昊是垫江监狱后勤政治中
心一名教导员，得知武汉女子监狱有 300 名服

自从抗疫以来，曾全胜一家人聚在一起的
时间就很少。一家人约好，国庆中秋一定要吃
一顿团圆饭。
10 月 1 日一大早，曾全胜和妻子就将双方
父母接到家中，妻子当大厨，他和儿子打下手，
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吃完饭，
还一起看了中
秋晚会。
“我们也想趁假期带老人出去走走，
但还有
很多工作等着做。
”
曾全胜说，
这个假期，
一家人
在一起的时间就只有一天，10 月 2 日妻子去单
位值班，5 日儿子返校。而他也忙着街道的“三
亮（亮社区、
亮街道、亮共建单位）”
行动，
每天都
在忙碌着。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2020 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将于 10 月 15 日开幕

乘游轮游三沙 4 张免费票等你来抢
还记得去年文博会上引来众人追捧的故宫风吗？在即将于 10 月 15 日
开幕的 2020 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重庆文旅会”
）上，
婉约灵动的江南风和南海三沙的碧海蓝天，将让你感受到祖国大好河山孕
育出的人杰地灵。
重庆文旅会组委会介绍，不论是过去的文博会，还是融合升级之后的文
旅会，一直都致力于将全国各地最具特色的文创和旅游精品汇聚山城。

▲

榫卯积木

婉约苏杭风情让你感受江南之美
油纸伞中凝怨黛，丁香花下湿清眸……说
到杭州，
人们脑海里除了那小桥流水的风姿，一
定还少不了丝绸、竹编、陶瓷、油纸伞这些江南
风景里不可缺少的元素。
在今年重庆文旅会的杭州馆内，浓浓的江
南风情将带着你跨越时空，在一步一景的苏杭
风情中，
感受江南山水孕育出的民俗风情。
据杭州馆策展人——城市文博会联盟轮值
主席余建国介绍，在占地 100 平方米的杭州馆
内，专注于丝绸文化创意产业的万事利丝绸公
司，
将带来他们从
“面料”
到
“材料”
，
再到
“载体”
华丽转变的新丝绸作品。而前身是余杭纸伞传
承基地的纸伞之家，将为观众们带来用传统工
艺手法匠心制造的现代油纸伞。
此外，馆内最为重磅的要数首次来到重庆
的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 年），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
团，也是海内外有史以来第一个金石篆刻专业
学术团体。
余建国说，西泠印社现为联合国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
“中国篆刻艺术”项目和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石篆刻（西泠印社）”
项目的
传承代表组织。在此次重庆文旅会上，西泠印
社的传承人，将带着他们最新的作品来到杭州
馆内，现场为观众们展示这个在中华文明长河
里积淀而出的技艺。

三沙卫视将带来三沙游轮票
喜欢看电视的重庆观众们应该已经发现，
招标公告：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重庆两
江新区分公司管理的玥湖园 G18、G19 住宅项目
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玥湖路，为大型高档住宅项
目，现有以下事项公开招标：重庆玥湖园 G18、G19
◆遗失重庆吃为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住宅项目消防系统维护保养服务。1. 在国内合法
回执，编号50038120180411012，声明作废 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企业及注册资金 RMB500 万
或以上专业服务资质之企业；2. 注册公司成立不
少于 5 年；3. 具有重庆市消防总队认可的一级消防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中梁山职业中学拟向事业单位登 设施工程专业施工及维保承包资质；4. 纳税资格
必须为一般纳税人，能按中标价提供全额增值税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专用发票；5. 能提供最少 3 个最近 3 年内曾承接消
组。请债权人自 2020 年 9 月 30 日起 90 防维修保养工程参考数据，每个消防维保合同总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价 不 得 少 于 人 民 币 10 万 。 有 意 投 标 公 司 须 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前携公司资料及相关证明文件
遗失2014年05月28日核发的重庆柒号网络科技工作室 到指定地址，经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同时欢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200014082 声明作废 迎贵司加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询联系人。
遗失重庆柒号网络科技工作室税务登记证正 截标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中午十二时正
系 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
（023）67394112
副本（税号 500105580170195），组织机构代 联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玥湖路1号玥湖园物业服务中心
码证正副本（代码580170195）声明作废
回标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即现御峰销售中心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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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纸伞

最近自家的电视多了一个频道，那就是诞生 7
年的三沙卫视。
为了让更多的重庆观众熟知三沙卫视，此
次三沙卫视也来到了重庆文旅会现场。展会期
间，
他们不仅现场为观众展示三沙的风光、歌曲
和人文风情，还带来了一系列由三沙卫视亲自
开发的文创作品。
最让人兴奋的，则是三沙卫视此次专门带
来了 4 张南海之梦号游轮的船票。据三沙卫视
活动部主管黄仍璇介绍，目前乘坐南海之梦号
游轮到西沙的游客只有两万多人，到西沙群岛
的游客一共也不足五万人。游客们可以通过游
轮换乘快艇游览包括银屿岛、鸭公岛、全富岛在
内的三个南海小岛。三个岛各有特色，风景怡
人，
将为游客带来意犹未尽、流连忘返的旅游感
受。
如何才能得到珍贵的游轮票？黄仍璇说，
观众们只用来到三沙卫视的展区，参与展区举
办的互动活动，就能免费获得一张游轮船票，并
在年底之前得到三沙卫视的邀请，和全国各地
的游客们一起，乘坐游轮感受祖国南海刚刚揭
开神秘面纱的风光。

重庆工艺美术大师将展新作
中国（重庆）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
精品展，依然会出现在融合升级后的重庆文旅
会上。同时，展会上还将同期举办第五届工艺
美术作品
“工匠杯”
设计创作大赛的评奖活动。
据悉，本届工艺美术作品“工匠杯”设计创
作大赛，
设金、银、铜、优秀奖等各类奖项。只要
参加本届大师展的各品类工艺美术作品都可以
报名参赛。
同时，以重庆地标景点为元素的最新原创
文创作品，此次也将亮相在重庆文旅会现场之
中，
在这些作品中，
设计师选取了重庆最具特色
的 11 个地标景点，以“潮水”和“山茶花”为元
素，
进行了原创插画的创作，表达
“重庆潮起”的
美好寓意。
这些插画将出现在包括手机壳、环保袋、T
恤等之上，让你的每一件物品都带有火爆世界
的重庆风情。
重集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