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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

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英）昨日，重庆
晚报记者从“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
办公室获悉，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
物”评选活动已启动，20名入围候选人正式

出炉，即日起面向社会公示。市民可通过3
种方式参与投票，为感动人物加油鼓劲，共
赴感动盛宴。

记者了解到，本次社会公示投票采取微

信投票、手机客户端投票、有线电视机顶盒投
票3种方式，公示投票截止时间均为12月23
日18∶00。此外，市民还可通过现场活动点赞
和抖音点赞转发二种方式，为感动人物点赞。

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出炉

一、投票时间
2018年12月17日9：00至12月23日

18：00
二、投票方式
社会投票采取微信、手机客户端、有线

电视机顶盒三种投票方式。各种投票方式
均按有效一票计算为一票的办法进行统
计。用户在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流量费
用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一）微信投票
进入“重庆发布”“今日重庆号”微信公

众号，点击导航栏右下角“感动人物”进入
感动重庆专题页面，选择10位候选人，点
击“投票按钮”为其投票。每个微信号每天
限投票1次，每次投票可为候选人所在区
县增加10个“感动光亮值”。

（二）手机客户端投票
登录“上游新闻”客户端，点击底部“活

动”菜单栏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面，选择10

位候选人，点击“投票按钮”为其投票。每
个注册ID每天限投票1次，每次投票可为
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10个“感动光亮值”。

（三）有线电视机顶盒投票
重庆有线电视的高清互动机顶盒和

来点智能机顶盒用户，可进入“最重庆”点
播栏目页面，在“感动重庆”专栏投票。每
次投票选取1名候选人，每个用户每天最
多为10位候选人各投1票。每次投票可
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 1个“感动光亮
值”。

三、市民点赞
市民点赞通过“现场活动点赞”和“抖

音点赞转发”二种方式进行。市民点赞可

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感动光亮值”，“感
动光亮值”也将作为社会投票的重要参考
依据。

（一）现场点赞
现场点赞采取图文识别方式进行，点

击“感动重庆”微信公众号导航栏右下角
“图文识别”后，将手机摄像头对准单个候
选人图片，并拍照进行图文识别，阅读候选
人感动故事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感
动光亮值”。每阅读1次就可为候选人所
在区县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每天每个
用户最高不超过100个光亮值。

（二）抖音点赞
关注“感动重庆”抖音

号（1690186836），为候选
人点赞支持并分享传播。
抖音点赞数量及转发量，可
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感
动光亮值”。每点赞1次可

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 1个“感动光亮
值”，转发1次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

四、投票权重
最终评选结果，采取市民投票与评委

投票按权重综合考评。两项权重分别为：
社会投票占70%、评委投票占30%。

五、注意事项
投票过程中如发现刷票或数据异常行

为，组委会将取消所得票数，情节严重者将
对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投票咨询电话：023-63896151
投诉监督电话：023-63895045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社会公示投票须知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建议人选事迹简介
（以姓氏笔画数为序）

（一）连续4年为残疾兄妹送教的八旬老人
——邓林明，男，80岁，渝北区同仁小学校
退休教师

他是渝北区同仁小
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
腰身佝偻、四级残疾。4
年前，为帮助同村的残
障兄妹吴文见、吴丹丹
学习，拄着拐主动送教
上门。老伴去世后，邓
林明搬到南岸区罗家坝
和儿子同住，为了继续

给吴家兄妹上课，他每个月分两次去给孩
子们上课，每次单趟都要辗转六七个小时
车程，在吴家待上三五天，最长要超过一
周。两个孩子都有智力残疾，无法用语言
交流，光是8+3怎么拆成8+2+1来算，就教
了4周。但凭着多年的坚持，邓林明的心血
没有白费，哥哥吴文见能识300个汉字和10
以内的加减乘除；妹妹吴丹丹也认识100以
内的所有数字和简单的汉字。人民日报、新
华社纷纷报道老人的感人事迹，引发强烈
社会反响。今年3月，渝北区华釜山小学的
40多名老师成立了义务送教队，每两周安
排2名老师送教上门，接力帮扶残障兄妹。

（二）坚守农民工子女校28年的最美校长
——王恒清，女，47岁，南岸区中窑小学校长

中窑小学是南岸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定点学校之一，90%的学生是农民工子女。
她曾想过教两年就离开这里，但在日复一日
的工作中，她感受到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薄
弱，更需要老师有耐心、有责任心，她选择留
了下来，一留就是28年，成为学校年纪最大
的教师。从普通教师到校长，她对这些农民

工孩子充满耐心和责任
心，“不能让我的孩子比
城里的学生差。”每到儿
童节、春节，王恒清都会
想方设法为孩子们送上
一份六一礼物、新年大
礼包、文具等。她将科技
作为学校教育品牌，建设
了一支科技辅导员队伍，

更是创立了“香樟树下·书声琅琅”的课程体
系，将这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打造成南岸区科
技活动示范学校，在她的陪伴下，学生们学习
生活得很快乐。

（三）谱写自强之歌的“小太阳”
——刘佳，女，13岁，永川区萱花中学学生

刘佳从小被父母遗
弃，艰辛的童年生活养成
了她坚定执着的性格，也
给了她一个极易感受到
温暖而又特别懂得感恩
的心。她的养父母常年
在外，家里只有她和患有
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的
外婆。懂事的刘佳每天

都要帮外婆捏肩捶腿、洗衣做饭、打扫卫生、
翻地种菜。生活虽然艰苦，但她的身上，没
有留守儿童常见的孤僻和胆怯，她自立自
强、乐观向上。她以个人名义成立了“刘佳
志愿者服务小分队”，每周定期在校内外开
展礼让斑马线、洁净家园、社区拾捡垃圾、留
守困难儿童帮扶献爱心、空巢老人敬老行动

等志愿服务活动。曾获评“重庆市最美留守
女童”、2015年“重庆市十佳少先队员”、
2016年“全国优秀少先队员”。

（四）不顾生命危险对抗持刀歹徒的英雄狱警
——刘彦，男，30岁，已故，重庆市南川监狱民警

今年 11月 22日 12
时 20分，一歹徒在南川
区西城街道文体路附近
将南川区人民法院法官
田晓腿部刺伤后逃跑。
重庆市南川区监狱民警
刘彦等三人路过，见状奋
力追击。面对持刀的凶
残歹徒，刘彦不顾自身安

危迎刃而上，歹徒持刀将刘彦胸部、腹部刺
伤后逃离现场。案发后，市卫健委立即调
配医疗专家赶赴南川救治，刘彦仍因伤势
过重，经抢救无效身亡。期间，在获知被歹
徒刺伤的刘彦因失血过多，而所需血型南
川血库告急时，南川市民纷纷赶往献血点
为刘彦献血。11月24日上午11点23分，
市民们在南川区西城街道文体路两边自发
地排起长队，送别英雄刘彦，该段视频收获
上百万网友点赞。

（五）保护长江生态的护渔志愿者
——刘鸿，男，46岁，江津区油溪镇长江护渔
志愿者

近年来，长江水域不断出现非法捕捞
者用电捕鱼的情况，让从小在江边长大的
刘鸿深恶痛绝，他也成为江津渔政部门第

一个护渔志愿者。4年
来，他投入近百万元，带
领护渔队员们驾驶着自
己打造的巡护船在江面
度过了近千个夜晚，与
非法捕捞者斗智斗勇。
不论是恐吓、威逼，还是
利诱，都不能阻挡他护
渔的步伐，共协助渔政

部门抓获143名非法捕鱼嫌疑人，收缴非
法捕鱼船只42艘、电捕鱼工具165套、网具
425副，获得了各界的点赞。2018 年 11
月，江津区水务局授予刘鸿长江江津油溪
段“民间河长”称号，江津区渔政站授予刘
鸿和他的护渔志愿队“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国家级生态保护区义务巡护员”称号。

（六）守护青山绿水的悬崖保洁夫妻
——吴贵生，男，49岁；解一香，女，52岁。云
阳县清水土家族乡岐山村居民

吴贵生和解一香是
云阳龙缸景区的一对夫
妻保洁工。仅凭一根绳
索，夫妻俩从事着景区
最危险的悬崖保洁工
作。绳子的一端拴着丈
夫，悬崖下，双脚随时悬
空，身无可倚；另一端是
妻子，崖顶上，拽着绳

头，神经紧绷。丈夫在悬崖下捡拾垃圾，妻
子在崖顶筑牢安全屏障，尽管工作随时都
有生命危险，夫妻俩却兢兢业业，日复一
日，风风雨雨，一干就是5年。解一香常说：

“景区是家乡的一部分，游客是来看美景
的，美景中有垃圾，心里总归不舒服，既然
干了这一行，就要坚持干好。（下转06版）

共享单车带火的共享经济热潮仍在发
酵，只不过这一轮是共享人才。重庆晚报记
者昨日从猪八戒网获悉，作为中国领先的人
才共享平台，猪八戒网推出的八戒企业管家
服务已经走进我市部分区县，预计到明年，
将有超过5000家重庆企业享受管家服务。

企业管家瞄准中小微企业痛点

“我们这个管家不是虚拟的，而是真人，他
免费上门为企业服务，但不开工资，也不需要
买社保，不给企业增加负担，却能给许多中小
微企业实实在在地解决‘触网’难的老问题。”
猪八戒网联合创始人、CMO刘川郁表示。

据介绍，猪八戒网此前在跟企业的对
接中逐渐发现，中小微企业不仅面临资金
不足、人力有限的问题，而且其对于人才的
需求是碎片化的，需要的人才类型也是碎
片化的，今天或许需要一个设计人才，明天
又需要一个开发人才。

而如果这些企业选择了八戒企业管
家，管家将根据企业的发展需求进行服务
匹配，为企业找到最佳的人才来进行服务，
保证服务结果，从而集约化、体系化、系统
化解决公司的批量需求。而这些工作如果
企业自己对接的话，需要招聘多个员工，产
生一笔不菲的人力成本支出。

每个管家背后是1300万专业人才支持

今年6月份，猪八戒网推出了企业管家
服务，每个猪八戒网派驻企业的“管家”，可同
时免费为50-100家企业提供互联网+服务，
比如，企业对入驻的管家提出，需要制作一个
APP小程序，管家利用对猪八戒网平台熟悉
的优势，很快就在平台上找到了程序员或团
队，并在价格、服务、设计方式等方面跟企业
达成一致，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这种模式
让传统企业节省了成本，同时实现了人才共
享，受到重庆本地的餐饮、制造、中小医药等

许多企业以及特色农产品市场的欢迎。
重庆润民纸业是潼南当地一家经营了

二十多年的知名企业，八戒企业管家入驻
后，企业提出了商标设计注册需求。八戒
知识产权部门立即进行对接。他们先通过
微信了解业务，然后前往润民纸业进行拜
访，了解企业需求后很快找到了服务商，并
发送案例，最后企业顺利完成了商标设计
注册事宜。“我们对合作很满意，猪八戒网
的服务专业，质量也不错。”

新华网也通过企业管家服务，完成了
微信小程序的制作需求。在跟服务商的前
期沟通、梳理筛选、工作进度推进等过程
中，企业管家全程介入，每周跟进工作事
项，成为第三方的项目负责人，消除双方沟
通矛盾，最终顺利完成服务。也得到雇主
的好评,”猪八戒网资源较多，一个项目可
找两个服务商配合完成，质量不错。”

据了解，目前，八戒企业管家可以通过

精选猪八戒网1300万专业人才所提供的
LOGO设计、商标注册、产品推广、专利申
请、上云服务、项目申报和代税代账等多种
企业服务，基于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提供量
身定制的服务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更加
省心、全面、专业、有保障、一站式的综合服
务，助力企业全方位的发展和提升。

所以说，借助猪八戒网的平台背书，1
个八戒企业管家的背后相当于12年服务
经验的专业团队和1300万专业人才。

据悉，猪八戒网已在全国60多个城市
实现线下落地，在40余个城市拥有超过30
万平方米的实体园区，聚集了一大批熟悉各
行各业、深谙中小微企业的人才，他们都是

“八戒企业管家”的实际执行人。目前，八戒
企业管家服务不仅在我市主城展开，还深入
到黔江、巫山、城口、奉节、潼南等区县，明
年，全国将会有更多城市推出这项服务。

重庆晚报记者 万里

共享经济瞄准人才领域

猪八戒网选五千渝企免费配真人“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