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临近，年味儿愈浓，1月19日，农历大年二十八，南川区大观镇的场镇街
头分外热闹，街头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要过年了，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都来到镇
上赶场、置办年货。

在相距大观场镇不到一公里的金龙村，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金龙村的乡亲们
都没到镇上去赶场置办年货，而是待在家里，兴奋而热情地打开大门，等候腾春蔬
菜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姜国强和村干部挨家挨户为大家送土地流转分红：杨甘
敏家分到5792元、李鉴家分到4800元……在大年除夕前，姜国强要为大观镇金
龙村、中江村、铁桥村3个村的200多户村民送去土地流转分红。除了土地流转
分红之外，凡是到蔬菜专业合作社务工的村民每月还能领到2000多元的工资，
不用出门到城里打工，每人每年就能在家门口挣到3万元左右的收入。乡亲们
说：“这一切全靠姜理事长带领大家科学种菜，共同富裕！”

姜国强不仅是腾春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全国农村科普带头人、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自己富了不算富，
要乡亲们都富起来，才是真的富。”姜国强始终牢记创业初心，默默肩负着对这片
土地和这群乡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010年，姜国强大学毕业后，把眼光投向了广阔的农村和土地。当年，他来到
南川区大观镇承包土地种植蔬菜，并在当地政府和乡亲们的支持下成立腾春蔬菜
专业合作社。

国家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后，姜国强又成为蔬菜种植技术传授者、推广人，免
费将自己的种植技术和经验无私传授给大家。涪陵区龙潭镇兴锣村、义和村，武
隆区双河镇木根村，彭水县大垭乡木蜡村等乡村干部慕名而来，力邀他为村里的
农业产业提供技术、“指点迷津”。对此，姜国强有求必应，帮助乡亲们拓展产业门
路，提升致富“内功”，当地干部群众称姜国强为“产业导师”。

姜国强告诉记者，今年过年，他不打算回泸州老家，而是留在南川蔬菜基地。因为
过年这段时间是基地花菜和芹菜上市的高峰期，每天有4000公斤花菜和1000公斤
芹菜要采收，运往主城保供春节市场，基地许多员工都回家过年了，人手少，忙不过来。

同时，姜国强还告诉记者，他订了大年初二的飞机票，到云南去考察学习高原
番茄的种植技术。因为今年他将与中国十大果品连锁企业之一的果琳果业和武
隆区政府合作，共同打造武隆“中国高山番茄谷”。

姜国强介绍，武隆“中国高山番茄谷”位于重庆武隆区双河镇，与中国5A景区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相邻。总占地面积10000亩，是武隆区全力打造的农文旅融
合发展示范点。“武隆中国高山番茄谷核心示范区从2022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前期
基地建设，计划在今年6月份挂果投产，2023年产量达到3500吨，积极推动武隆
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以现代农业的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影报道

1月18日，在西部（重庆）科学城科学大道搞测绘的黄松回到云南曲靖市会泽
县娜姑镇老家。镇上人来人往，显得非常热闹。“一回到云南，到处都是熟悉的乡
音乡味，非常亲切。”黄松说，这里的紫外线强，要做好防护。

让父母最高兴的是黄松把女朋友也一起带回了老家，这可是家里最大的一件
喜事儿。父母早就得知了消息，在家里备了很多年货。

这次黄松回老家，也给家人和朋友带回一件特别的“礼物”，这就是他在重庆
工作期间拍摄的精彩照片。“平时很多亲戚朋友不用智能手机，无法发送给他们，
回老家可以让他们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看，了解重庆，说不定以后渝昆高铁建成
通车了，大家可以一起来重庆看看。”

今年26岁的黄松在广西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从在学校时起就与各种测量设备
打交道，毕业后通过进入中铁四局两年多的工作，业务越来越熟练。

重庆科学大道一期项目的建设让他第一次来到重庆，科学大道是西部（重庆）
科学城的发展“主轴”，南连江津北接北碚。“平时工作比较忙，这两年，我去过洪崖
洞、朝天门和磁器口几个热门的景点，其它的景点列入新年的计划中了。”

2022年，黄松在科学大道见证了沿线科学城建设的巨大变化，科学谷、科学会
堂和科学大道一样美丽，过往的车辆越来越多，象征着经济越来越繁荣，整个城市
的活力也提升了不少。

黄松说，虽然辛苦，但看到科学大道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是很有成就感。
虽然回到了云南，黄松还是会用手机看看重庆的新闻，重庆两会期间，重庆又准备

推出系列新项目，这让他和同事感到很振奋。当然，作为一名在重庆工作的云南
人，他对渝昆高铁的建设进度最关注，“早一点修好，我们回家就会更快更舒适。”

黄松眼中的2023年正是努力工作的好时候，因为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好好干
出一番成绩来。

“无论是大桥还是高速公路建设，都离不开我们测绘人员的仔细观测，在这些
新工程上，我和我的同行大有用武之地，我也希望能在新的一年参与重庆更多重
大工程建设，让新重庆变得越来越美好。” 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在渝工作的中铁四局测绘员：黄松

回到云南老家
依然惦记着
重庆的交通发展

黄松在重庆
科学大道建
设现场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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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送关怀新春送关怀 情暖退役心情暖退役心””走访慰问活动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向忻）临近新春佳节，为及时传递党委政府
对退役军人们的关心关爱，近日大渡口区万有社区连续开展“新春
送关怀 情暖退役心”走访慰问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走访慰问辖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及现役
军属家庭，与他们拉家常、话新春，送年画，向他们宣传拥军优抚政
策，并给他们送去新春慰问品，同时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询
问他们目前有什么困难，竭尽所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把温暖和
关爱送到军人家中。通过走访慰问传达党和政府的关爱，温暖退
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的心。

社区通过在新春佳节对退役军人的走访慰问活动，拉近了与退
役军人心与心的距离，不断增强他们的自豪感、幸福感和尊崇感。

社区开展“迎新春·送祝福·共建美好家园”
欢庆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郑小维）为使居民度过一个欢乐、喜庆、祥和
的新春佳节，1月18日上午，大渡口区平安社区举办“迎新春·送祝
福·共建美好家园”欢庆活动，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精
神文化盛宴。

活动开始前，社区工作人员将准备好的160余条精选谜语高高
悬挂在便民服务大厅的绳子上，营造出浓厚欢乐的节日氛围。

活动现场，来参与的居民和同伴热烈讨论灯谜内容，谜面有趣
而通俗，社区居民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提示和讨论，猜对答案的
居民欢欢喜喜地领取了一份小礼品，现场洋溢着欢乐、祥和、喜庆
的气氛。

志愿者劝导居民健康平安过新年

本报讯（通讯员 朱小燕）春节来临之际,为保障辖区居民的
身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减少城市环境污染,大渡口区茄子溪街
道滨江（陈家坝）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在辖区开展“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健康平安过新年”宣传活动。

志愿者在居民楼道、企业门面、商铺、化粪池等地张贴禁放标
志，并向居民发放烟花爆竹禁放宣传单，讲解禁燃禁放的重大意
义，严禁从事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等非法违法行为，提醒居民
安全过节，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此次宣传活动使辖区居民了解了
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科学知识、安全防范措施以及燃放烟花爆竹
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劝导居民群众不放烟花爆竹。

志愿者和敬老院老人欢度春节

本报讯（通讯员 林利 王雯）“祝爷爷奶奶们身体健康、新春
快乐”……近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柏华社区开展“老少同乐·喜
迎新春”志愿服务活动，邀请社区30余名小朋友和大学生志愿者
走进爱心养老院，为老人们折兔子、写祝福语、贴春联等，共同营造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其间，志愿者将折好的小兔子贴在祝福寄语上，并送给养老院
的老人们，每句话语都承载着对老年人最美好的祝愿。此次志愿
服务活动在为老人提供义务服务的同时，更让他们感受到了亲人
般的温暖。柏华社区相关负责人说：“我们会定期组织志愿者到养
老院为老年人义务服务，让尊老、爱老、助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影响
更多的人参与志愿服务。”

党员志愿者带头宣传垃圾分类

本报讯（通讯员 孔雯莉）为做细做实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
作，充分发挥社区党员志愿者带头作用，1月18日，大渡口区跳磴
镇华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房屋管理中心、翰悦物业的党员志
愿者，共同开展了“党员引领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一组人员负责值守垃圾投放点，等待居民投放垃圾时
现场分类、按类投放，引导居民养成分类投放意识，另一组人员负
责向过往行人和商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讲解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四分类”标准、“四分类”的正确分类方法。华庭社区负责人
表示，通过党建引领，充分发挥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倡导居
民自觉参与垃圾分类活动，营造人人践行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民俗体验幸福游园喜迎新春佳节

本报讯（通讯员 姜力 欧阳晓雨）1月18日下午，大渡口区九
宫庙街道文明实践所联合百花社区、新工小学等，在辖区内晨花公
园与冰糕厂观景平台举行“民俗贺新春，公园幸福游”迎新春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糖画、面塑、剪纸、叶雕等辖区非遗传承人
在冰糕厂观景平台展示。展示区前挤满了人，许多居民对面塑
极感兴趣，面塑传承人乐呵呵地展开了现场教学；剪纸展示
区除了精美的剪纸作品，还有兔子剪纸福利，并且现场教
学剪福字；新工小学老师在现场写福字、写春联，为居
民送上新年祝福。萌兔套圈、猜灯谜、蒙眼摸福、百
发百中……晨花公园内多种有趣的民俗游园活
动吸引了数百名居民群众参与。

龙群

唐柔玮在网络上宣传川剧

许传斌以及他的杂技表演

“辞旧岁迎新年，应客人要求，我团正月
初一要加演一场川剧。经过思考，我决定开

班演岀川剧大戏《程夫人闹朝》。”
1月19日，位于沙坪坝磁器口的重庆龙

群川剧团团长龙群，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预告，
预示今年春节大年初一，他们要在工作中度
过。没有失落，相反，龙群很高兴，“演出市场正
在回暖，这是一个好兆头，2023年一定红红火
火。”经历了川剧团经营惨淡的一年，她更希望

这个年，演出任务一个接一个。
数十年初心不改，龙群将川剧当成一生一世

的“爱人”。
11岁时，龙群考入重庆川剧校，专攻文武花

旦，浸淫川剧40余年，认真钻研，演技精湛，在民
间广受好评。她创建的重庆龙群川剧团，从1995
年开始，坚持演出27年，传播川剧文化，是目前重
庆市唯一的民营川剧团体。

随着时代变迁，曾经叫好又叫座的川剧逐渐
式微，“上世纪90年代，重庆有十多家民间川剧团
体，演出市场红火，现在只剩我们一家还在坚守。”
但龙群也有很多欣慰的地方。“我培养的7个徒
弟，依然对剧团不离不弃，苦练基本功，等着上台
一展风采。”她说，这几个徒弟都是正式拜过师的，
他们对川剧发自内心地热爱。现今，7名弟子的
拿手绝活——集体变脸，已在商演中赢得满堂
彩。也成为了川剧团的招牌节目。“先解决生计，
才能更好地传承，最终解决传统戏剧的创新。”

数十年活跃在传统文化领域，所以龙群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传承很上心。多年来，一直注重对小学
生的培养，她与南岸区一小学建立了长效机制，每月
为小学生提供两次免费的川剧教育。坚持了几年
下来，孩子们已深深喜欢上川剧。“这让我感到很欣
慰。培养娃娃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戏剧的兴趣，要
从小抓起，潜移默化才能深入他们的内心。”

去年因为疫情，教学中断了，所以今年如何续
上成为龙群的当务之急。过完年，她就准备将此
事提上议事日程。

另一个让她欣慰的是，1998年出生的女儿唐

柔玮，因为从小耳濡目染，跟着母亲学习川剧，如
今已是剧团的半边天，被观众称呼“小龙女”。母
女不断探索创新，不惧陈规，一起对川剧改革，让
川剧年轻化、时尚化、潮流化。

“正规的川剧一场折子戏要40分钟，大幕戏
长达两个半小时，现在的年轻人哪有这么好的耐
心去听。”所以为创新，为抓住年轻人的爱好，她们
把川剧精编精简，一些折子戏浓缩成七八分钟，将
最精华部分呈现，就像快闪一样，取得不错的效
果。现在剧团观众中，年轻人的比例在不断提高。

同时，抓住现代的短视频平台，也为川剧的传
承起到不小的作用。唐柔玮把视频拍到网上，把
复杂的步伐变成口诀教大家，把漂亮的戏服拍成
变装……慢慢地，她的抖音有了10万粉丝。更多
年轻人跟着从线上合拍、线下围观，这个传统剧目
竟然变活了。

除了形式上的创新，龙群还注重在剧目、内容
上创新。

“但愿君心似我想……携手同心御风浪……”
2020年，抗击疫情之下，由龙群作曲，女儿唐柔玮
作词的川剧《抗疫·庚子吟》发布，向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勇士们致敬。去年8月份，重庆发生特大山
火，龙群根据救火英雄的故事，创作时长一小时的
中幕戏《烈火骑士》。此外，她还创作了很多新剧，
发到网上后，引来网友的一致好评。这也坚定了
她对传承并将川剧创新的决心。

展望2023年，龙群表示，很希望能有一个自
己的固定的舞台，“作为一名演员，当然希望能有
一个自己的大舞台。”她表示，这也是她今年的奋
斗目标之一。

此外，现在各行各业回暖，也看到了未来的希
望。争取多为游客、爱好者演好川剧，让剧团固定
的24名演职人员能活得更好，收入更高。

“家就是舞台，今年春节我在‘家’唱戏过年！”龙
群说起新年打算时表示，接下来，她希望在文化部门
组织下，多多走进基层，走进校园、走进乡村，去为更
多人演出，让更多人了解川剧，喜欢上川剧。

重庆晨报记者 杨野

灭山火、摘“金菊”……刚刚过去的一年，对年
仅20岁的许传斌来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中国
杂技界最高奖项“金菊奖”的奖杯、参与扑灭山火
时留下的照片，是许传斌早就放进回家行李箱里
带给家人的“手信”。

“我新年最大的愿望和目标，就是趁着兔年蟾
宫折桂，再为重庆捧回一个国际杂技大奖。”许传斌
信心满格。

春节，对离家来渝已6年的许传斌而言，每年阖
家团聚的日子总会比普通人晚上一段时间。晚归
的原因，是为了在新春佳节里，给重庆市民和来重庆

旅游的外地人，奉上一台精彩的杂技表演。
“春节假期，正是市民和游客们享受丰
富多彩节日生活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

位杂技演员，都选择了驻守单位，站在
舞台上，为大家奉上一台台精彩的
演出。”

许传斌说，虽然不能和远在千
里之外的父母共度新春佳节，但他
却将站在国际马戏城的舞台上，和

他第二故乡的“亲人”们，一起欢庆农历
新年的到来。谈及自己在重庆的“家”，许

传斌满是骄傲。
马戏城还没建好前，重庆杂技团虽在国

内有相当大的名气，但没有剧场，没有固
定的表演节目，通常都是外出巡演。

当这个西部地区面积最大、功能

最全、设备最先进的重庆国际马戏城建好后，许传
斌感觉到，有一个“家”了。

他曾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去过各种璀璨的
舞台，但他最习惯和喜欢的，还是“家里”的舞台。
如今，马戏城的演出已成为重庆一张新的名片。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许传斌来说，无疑是人生
中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

2022年，11月13日，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
奖全国杂技比赛在濮阳落下帷幕。由重庆市杂技
家协会选送的原创杂技作品《摇摆青春》经预赛、
复赛和决赛，在近100个节目中脱颖而出，最终摘
得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金奖。

而许传斌，就是这个节目的唯一主演。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朵金菊的背后，

是许传斌无数次失败后再爬起来的坚持。
数年如一日，许传斌每天和直径14厘米，长

30厘米的圆筒打交道。晃管看似简单，却蕴含着
极高的技巧。在《摇摆青春》里，许传斌就是在高台
上借助平衡板，在晃动的铁管上完成“多次转体跳
跃”“连续跳绳”“5个管倒立切管”“7个管旋转弹
球”等高难度技巧，具有极高的挑战性和观赏性。
其中，多个高难技术动作属于全国首创，个别动作
的舞台表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

谈及新年的愿望，许传斌说，他希望在兔年
里，能够蟾宫折桂，在国际杂技大赛中，为重庆
再度捧回大奖。

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重庆唯一民营川剧团团长重庆唯一民营川剧团团长：：龙群龙群

初一唱大戏初一唱大戏让让20232023红红火火红红火火

重庆杂技团演员重庆杂技团演员、、中国杂技界最高奖项中国杂技界最高奖项““金菊奖金菊奖””获得者获得者：：许传斌许传斌

手捧手捧““金菊金菊””兔年再向蟾宫折桂兔年再向蟾宫折桂

春节
是一种信仰

是中国人关于
春天的图腾

北风也许可把
每一块砖冻透

但人们仍会用
热腾腾的炊烟

把这个日子焐
得红火

一缕春风投下温
柔的问候

让日子充满憧憬

一串鸟鸣滴落阳
光的音符

让芳华惊艳时光

蘸一砚墨香

展一纸期待

书写安暖

煮一炉祝福

守一盏明灯

祈愿丰收

宏宏 大展大展 来看他们的新年来看他们的新年 愿愿兔兔 新新
农村致富带头人：姜国强

赶在除夕前
为200多户
村民送去分红款

姜国强在
蔬菜基地
查看春节
供应市场
的芹菜的
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