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
想要看书，可是图书馆里没有
自己心仪的书籍？没关系，区

图书馆将联合新华书店开展
“你读书，我买单”活动，市民
可凭读者卡到新华书店挑选
自己喜欢的书拿回家。

据悉，本次“你读书，我买
单”活动时间为今年 12 月至

明年 5月底。活动期间，市民
持读者卡到新华书店挑选对
应金额以内的新书到服务台，

由工作人员办理借阅及图书
信息登记手续后，就可把书
带走。

“我们的读者卡根据押金
分为 100元、200元、300元三
个档次，读者可根据卡片对应

金额借阅书籍。需要注意的
是，必须将读者卡借阅的图书
全部归还以后，才可以到书店

挑选新书。”区图书馆工作人
员刘阳介绍，读者阅读完毕
后，再将书籍归还到区图书
馆，书本费由区图书馆承担。
归还图书后，又可以开始新一
轮借阅。

刘阳介绍，“你读书，我买
单”，把购书权交给读者，更加
注重个性化的读书方式，实现

了对读者的精准服务，将图书
馆的功能延伸到新华书店，也
填补了图书馆馆藏图书的不
足，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阅
读需求，开拓了文化惠民新
渠道。

区图书馆：

“你读书，我买单”邀您免费看书

11月以来，福寿镇充分利
用辖区图书馆、文化馆、数字
文化墙等公共资源开展线上
线下学习、好书推荐、经典诵
读等活动，营造全民阅读的浓
厚氛围。图为福寿镇中心校
教师向学生推荐优秀书籍。

特约通讯员 李在华 摄

福寿镇：

推动全民阅读

本报讯 11月 18日，区法
院在执行指挥中心举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执行案款集中发

放日”活动，在两名市人大代表
的见证下，执行干警现场为7件
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办理了
案款发放手续，共计发放执行案
款63万元。

市人大代表王晓娅表示：
“执行案款集中发放体现了南川
法院对民生案件的重视，依法兑

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亲眼
见证了法院执行工作，特别理解

法院执行工作的不易，我们要为
南川法院的执行干警们点赞！”

截至 11月 17日，今年区法

院已向当事人支付执行案款
14260.94万元。

下一步，区法院将进一步推
进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等
重点案件专项执行行动，加大执

行力度，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执
行工作的关切，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司法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黄媛媛 张思莹）

区法院集中发放执行案款63万元

本报讯（记者 罗苑瑜 刘
晓娟 通讯员 赵忠康）连日

来，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大家表示，要传达好、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不

断汲取历史智慧，蓄积前行力

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

区教委主任崔志有表示，区
教委将坚定不移把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
任务，坚定不移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化立德树人、五育并举，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坚定不移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创建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区为抓手，加快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信息化

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优质
教育需求。坚定不移贯彻落实

重大决策部署，以“双减”统揽南

川教育改革发展，以课程改革推

动“双减”工作落地见效，努力建
成主城都市区特色优质教育资

源集聚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及

乡村振兴。

隆化职中校长张健表示，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作为职业

教育战线的一员，将坚守职教初
心，以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有力

的举措，团结凝聚干部群众，汇聚

坚定历史自信、创造历史伟业的
磅礴力量，以只争朝夕的劲头、真

抓实干的作风，把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层层压紧压实，继续坚
持创新发展抓改革，坚持科学发

展抓质量，把稳良好教育教学生
态之舵，躬耕不辍种好“责任田”，

积极有为坚守“主阵地”。

区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

基地管理中心主任谢刚表示，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区青少年示范性综合

实践基地管理中心将坚定不移、

一以贯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学习全会精神，以“两个确

立”统一思想行动，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区教委组织科工作人员李继
奎表示，学习了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对建党精神有了更全

面的认识，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一
定要把思想定位在高站位上，把

言行定位在讲操守上，把心思定

位在干事业上，把职责定位在强
主业上，把能力定位在干成事上，

把落点定位在实作风上，大力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

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

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通过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的学习，让我系统了解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黎香湖镇中心校校长唐道

全说，接下来，他将继续坚持“学
生至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和疫

情防控工作，认真落实“五项管

理”“双减”等系列文件精神，开

足开齐开好国家课程，扎实推进
“课程改革”，把党史融入到课堂

教学中，为学生的全面、持续发
展打好坚实人生底色。

“学习了全会精神后，我更加

感恩党、感恩时代，对乡村教育事
业也更加充满信心。”大有镇中心

校教师王清友说，从教近 30年，

他看到了乡村教育事业的巨大
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在创建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的推动
下，全区乡村学校软件、硬件都

有了质的飞跃，乡村教师的待遇

也得到进一步保障，他表示，将

坚持教书育人使命，为乡村教育
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汲取历史智慧 蓄积前行力量
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执行干警现场为 7 件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办理了案款发放
手续。 冯琨麟 摄

11月25日，游客在第六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秋冬）南川
分会场选购特色旅游商品。 记者 甘昊旻 摄

（上接第一版）
今年，该镇已分 2批次组织

干部到四川名山，贵州湄潭、凤冈

学习实践，观摩考察茶叶基地、生

产加工方式、市场营销模式，学习
其他地方打造品牌的经验和做

法，指导该镇业主不断提升制茶
工艺水平，达到出口质量标准，打

响高山云雾茶品牌。
同时，该镇与西南大学联建

教学实践基地，积极引进先进制

茶工艺，“黎香湖”牌乾丰绿茶、龙
峰雪芽、明前翠绿3个产品被中国

绿色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

乾丰牌“金佛玉翠”于今年4月入

选重庆市优质扶贫产品名单。
该镇还依托茶叶公司，建设

生态茶园、茶叶加工厂、茶叶展销
厅等项目设施，打响乾丰茶叶品

牌，逐步让茶叶产业成为村民稳
定增收的渠道，变绿水青山为金

山银山。

茶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农化村平均海拔 900米，森

林覆盖率高达 70%，是夏季避暑
纳凉的好地方。加上茶叶产业发

展，四季皆绿。
这满山的茶园让村民方银全

“嗅”到商机，方银全将自己的两
层楼房进行改造，开办了村里第

一家农家乐。除了能安排游客用

餐，还能接纳10余位游客入住。
随着南两高速公路开通，这

里离涪陵新村、龙潭下道口仅 5
公里，便捷的交通让越来越多的

游客来到乾丰镇体验乡村旅游。
据介绍，该镇以“茶”为主题，

以茶产业、乡村旅游为龙头，打造
集特色农业、旅游度假、康体养

生、文化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万
亩茶乡、康养慢生活小镇，全力推

动乡村振兴。

（上接第一版）
据了解，冬季的金佛山，是

一个耍事丰富的“冰雪乐园”，历

经多届冰雪季沉淀与升华，金佛

山已成“重庆非去不可”的冬季
旅游首选地。今年，金佛山进一
步深挖冰雪、康养、文化资源，持

续营造“冬奥在北京、南川可体

验”氛围，打造“梦幻药池坝，奇

妙雪世界”“雪人梦工厂”“勇闯

雪世界欢乐园”“奇妙冰雪飞屋”
等打卡景观；推出雪橇、雪地摩
托、雪地坦克、雪地挖掘机、雪地

转转、亲子 DIY、雪地 CS 等滑

雪、戏雪项目。
在游乐区域，雪地摩托已经

发出轰鸣声，游客坐上摩托在雪

地里快速飞奔，摩托铲起地上的
白雪飞向天空，好似雪花在空中

飞舞。“我很喜欢这个项目，这是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十分有趣。”

游客李先生在体验了雪地摩托
后说。

专业滑雪等你体验

冰雪世界，少不了的就是滑

雪运动，一场由金佛山的滑雪教
练团队带来的花样滑雪表演，让

游客直呼“酷炫、热情”，引得大
家跃跃欲试。

金佛山是重庆市内面积最
大、距离中心城区最近、积雪条

件最好、雪期最长、业态最全的

高山室外滑雪场。景区共有雪

场 3处，平均海拔 2050米以上，
雪期长达4个月，单日最大载客
量约 1.5万人。雪场内打造滑

雪、戏雪、娱乐等多个特色专区，

拥有初级滑道 3条、中级滑道 1
条，配备专业滑雪装备2000套，

驻场滑雪教练150人，能够满足
不同游客的滑雪培训、专业竞
技、研学旅游等多种需求。今年

11月中旬金佛山就达到戏雪条

件，成为全市最早开放的室外滑
雪场，雪场开放时间将持续到明
年2月，在南方同海拔雪场中具

有开放早、雪期长、雪质好的明
显优势。

来自重庆中心城区的滑雪

爱好者唐女士，一看到金佛山发

布的滑雪信息就迫不及待地带
着家人来体验，在教练的带领下

她认真地学习着双板滑雪的技
巧，她说：“在自然环境中滑雪很

享受，并且能得到专业的教学，
重庆中心城区过来也不算太远，

希望每周都能来滑雪。”

市文旅委二级巡视员周绍

伟，市体育局副局长杜学勇，副
区长康平参加开幕式。

本报讯（记者 罗苑瑜）11月
25日，第六届重庆文化旅游惠

民消费季（秋冬）南川分会场启
动，各类南川非遗文化产品、特

色美食亮相天星小镇，活动将持

续到本周末。
是日下午，在分会场的集市

上，游客络绎不绝。“哇，这是手工

捏的面人吗？眼神、形态都像极
了，真是了不起！”张氏面塑带来

的非遗文化产品，用手工制作的
各种造型的面人吸引了游客张先

生的目光。当了解到这是我区非
遗文化项目，是经几代人传承下
来的手工技艺时，张先生一个劲

地夸赞：“了不起，了不起！”
各类非遗文化产品的亮相，

是本次惠民消费季的一大亮
点。除了张氏面塑，金山绳结编

织、老篾匠、莫氏宫廷蒲扇、南平
剪纸、金山绣垫等 10多个非遗

商家也都带来了精致、美观的独
家非遗手作。

不仅非遗手作深受游客喜

爱，地道的南川美食也深得游客
好评。“这是方竹笋的中节，厚实

细嫩，是干笋中的上等品。”金佛

山方竹笋的干笋制品人气颇旺，
商家还给出了低于市场价的售

价回馈游客。
除此之外，活动现场还有很

多惊喜：金佛山景区推出的 198
元一张的惠民年卡，懒懒山谷向
游客发放的优惠券等。本次活
动将持续到周末，众多惊喜优惠
不断，市民不妨在周末相约天星

小镇“淘宝”。
副区长康平出席启动仪式。

第六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
（秋冬）南川分会场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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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
11 月 24 日，区文化馆新时
代文明实践“文明礼仪面对

面”志愿服务走进区特殊教

育中心。
“手拉手我们血脉相连

……”伴随着《手拉手 心

连心》的音乐声，文艺志愿
者拉起学生的手，带着他们
唱起欢快的歌曲，现场一片
欢声笑语。活动当天，区文
化馆文艺志愿者为学生带
去杂技《快乐厨师》、魔术
《花花世界》、舞蹈《新俏花
旦》、川剧变脸等丰富精彩

的文艺节目。
据了解，区文化馆现有

文艺志愿者80余人，今年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近 200场。近年来，区
文化馆志愿者以歌舞传情、

以歌声叙事、以乐器显意，结

合中国传统文化，把丰富多
彩的节目送进校园、企业、乡
村、院坝，传递着大美南川、

文明南川的美好形象，同时，
根据群众需求把踩笋舞、剪
纸、太极拳等课程送到群众

“家门口”，用贴近民心、简单
便捷的方式，将最新文化信
息传递给群众，拉近与群众
的距离，营造向上向善的良
好社会风尚。

当天，志愿者还为该校
80余名学生捐赠了 7000余
元的学习用品。

区文化馆：

“文明礼仪面对面”志愿服务进校园

11月24日，区文化馆新时代文明实践“文明礼仪面对面”志愿服务
走进区特殊教育中心。图为志愿者表演文艺节目。记者 聂灵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