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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教会居民避灾自救技巧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姜力）为进一步提高居

民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堰兴社区日前邀请
跃进村派出所民警，为社区40余位居民代表、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
开展“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防灾减灾日主题教育宣传活动。

其间，派出所民警讲解了发生突发情况的应急救护技巧，火

灾自救和逃生的注意事项等知识，并从理论和操作两个方面对
急救理论知识及技术进行了全面科普。堰兴社区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的开展，在增强辖区居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的同时，还
有效提升了大家的避灾自救能力。

亲子活动营造良好家风氛围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林利）为传播向上向

善的正能量，营造好家风好家教的良好氛围，日前，大渡口区妇联、
关工委、九宫庙街道、德善社工联合开展了“送法进万家 家教伴
成长”——2022年家庭教育宣传周“我是有礼好少年”亲子活动。

其间，社工为大家播放《家庭教育促进法》宣传视频，引导
家长诵读家庭教育“应知应会”十条宣传语，让家长了解和知晓
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对孩子进行有效监护、正确教育、积极陪
伴。九宫庙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亲子活动，通过学“家
法”、懂“家教”、知礼仪三个环节，在帮助家长们转变教育观念

的同时，提升家庭教育水平，为孩子健康成长营造出良好的成
长环境。

社区进幼儿园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林利）为了让小朋

友了解“垃圾”对环境的危害，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环保意识，日
前，大渡口区建胜镇白居寺社区联合芳草园幼儿园，共同开展了

“遇见渡美·绿色童行”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其间，老师将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通过画一画、想一想、动

手操作等多种形式传递给孩子们。随后，社区垃圾分类工作人
员现场给小朋友们随机抽取平时常用的垃圾图片，教会他们将
其投放到相对应的垃圾桶里。白居寺社区负责人表示，垃圾分
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开展此次垃圾分类主题活动，旨在将垃圾
分类的意识深深埋在孩子们心中，并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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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吕瑞食品经营部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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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不动产登记中心遗失重庆市政府非税收
入电子缴款专用收据：（2017）002111976共三联、
（2019）000053662 共三联、（2019）000054950 至
000055001 连号 52份各三联、（2019）000063186
共 三 联 、（2019）000063705 共 三 联 、（2019）
000476704 共三联、（2019）000478485 共三联、
（2019）000478495 共三联、（2019）000478497 至
000478498连号2份各三联、（2019）000479398共
三联、（2019）000486730至000486731连号2份各
三联、（2019）000486735至000486739连号5份各
三联、（2019）000486742至000486745连号4份各
三 联 、（2019）000486755 共 三 联 、（2019）
000487316至000487317连号2份各三联、（2019）
000489229 共三联、（2019）000489234 共三联、
（2019）000489237至000489238连号2份各三联、
（共计80份）以上票据声明作废。

寻尸启事
2022年4月29日，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99号附11
号消三合旅店内，发现一名男性，姓名：张仁中、身份证
号码510226197101197479，户籍地址：重庆市合川区
钱塘镇钱塘村5组58号，经120医生确认死亡，尸体现
存放在殡仪场所，请逝者家人自登报之日起7日内认
遗体处置后事，延期则按相关政策规定，按无名尸体处
置。联系人：秦戈 联系电话：63819316，63713803。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南纪门街道办事处 2022年5月11日

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中电建重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采矿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告书全文及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为：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LPT-Jlq_r7rlBR59S6BOiw 提取码：meeh可
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查阅报告纸质版，建设单位
联系人陈先生 17338639437，环评单位联系人何工
023-68725205。征求意见起止日期为2022年5月7日至
2022年5月20日。公告人：中电建重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巫山县石柱电站工程（石柱一级电站）环境影响
报告书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我单位已承接巫山宜安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巫山县石
柱电站工程（石柱一级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
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第4号)规定，现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有关
信息公示如下: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
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bbs.xinwushan.
cn/T-2629682-1.html 二、还可通过电话、邮箱等方
式反馈。建设单位:巫山宜安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易总，联系电话:18589719628。环评单
位:重庆开达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郑工，联
系电话:18523725675 邮箱 614997668@qq.com。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对本项目建设
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
四、公众提出现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
公众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联系人邮箱，或
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公告:重庆全贵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GG7298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遗失重庆万铸塑钢门窗有限公司公章5003815002515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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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苗寨的颜值B

学校开设蜡染课

老师专注教学，学生认真听讲。

少数民族的趣味活动

仡佬蜡染的气质
新闻纵深

文旅融合发展呼唤民族文化传下去活起来

新奇——这里有个“云上苗寨”

在武隆，少数民族文化和旅游结合得最紧密的，一定非后坪乡莫属。这个地处武隆、
丰都、彭水交界的“鸡鸣三县”之地，曾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从2019年开始，
依托深厚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秀美的自然风光，后坪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在脱贫
攻坚过程中，实现了生态美、百姓富的良性发展。

后坪最吸引人的要数天池苗寨。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苗寨，隐匿于海拔1100多米的高
山上。这里常年云雾缭绕，橙黄色的建筑色彩，风光独特，有“云上苗寨”之称。这里被国
家住建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也是目前渝东南乃至全市保存最完好的少数民族民
居建筑群之一。

走在苗寨里，飞檐、斜面、小青瓦，工艺精湛，古色古香；餐饮店、小吃店、咖啡店、民
宿，应有尽有。

深藏大山之中，当地人恪守着牛耕锄耙的生活方式，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这也让
最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技艺考究的后坪木器、令人沉

醉的后坪山歌、叹为观止的天坑群、美轮美奂的神秘溶洞、狭长幽深
的地缝峡谷、荷香四溢的百亩荷塘、高耸云端的千年楠木

等，为游客提供一来再来的理由。

目前，武隆区拥有石桥苗族土家族乡、文复苗族土家族乡、后坪苗族土家族乡、浩口苗族仡
佬族乡4个少数民族乡，汉族、苗族、土家族、仡佬族习俗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

“民族文化，是武隆文旅的独特气质，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既要传下去，更要‘活’
起来。”武隆区政协社法民宗委主任陆建表示，武隆的民族文化是久藏深闺，在武隆旅游“第三
次创业”中，文旅融合下的民族文化将持续发力。

近年来，武隆立足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打造民族特色品牌，多举措促
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繁荣发展，为产业增基础，为文化赋活力，为旅游添魅力。

具体来看，武隆坚持“把生态旅游做优、把特色产业做大、把民族文化做特”的原则。在
产业方面，少数民族文化铸就了特色文化旅游商品。蜜园蜂蜜专业合作社、重庆市蓝群食
品有限公司、武隆羊角豆制品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被命名为重庆市第三批非遗生产性保
护示范基地。少数民族特色的碗碗羊肉、武隆苕粉、鸭江老咸菜等不断丰富完善着武
隆旅游产业链，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带动了大量少数民族群众的就业。在文化
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吸引了大量跨文化旅游者。少数民族劳动习俗、生活习俗等
方面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丧葬、婚嫁等文
化习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表现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和丰富多彩的特
性。棕编、蜡染、木叶吹奏等少数民族特色项目，在丰富游客体验的同时，
增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在旅游方面，少数民族文化是武隆旅游名片
的重要补充。建设的一批非遗传习所、非遗扶贫工坊以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专题酒店，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应景区景点充分融合，让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入景区景点，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目的。

数据显示，2021年，武隆接待游客4070万人次，综合收入197.3亿元。2020
年，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3%，旅游业已成为武隆主导性产业之一。作为
武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蓝海”，民族文化将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
色。未来，武隆将设立民族文化专项资金，聘请专家对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发展把脉支
招。同时，积极培养一支具有奉献精神的非遗工作者和传承人，提炼苗族、土家族文化特
色元素，重点打造民族文化精品项目，衔接乡村振兴，建设民族特色美丽村落。

目前，浩口乡田家寨、后坪天池苗寨、石桥天池桃源等一系列的民族特色旅游地渐
渐被游客所熟识。浩口蜡染、后坪木器等少数民族文创产品也以全新的姿态，逐渐走入大
众视野。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夏洪波 䘵兴明

格调——全民共建“幸福后坪”

在拥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和自然条件下，后坪乡通过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
打造天池苗寨。把非遗搬进博物馆，把古寨做成民宿，

把美景留在窗外，建成了“高山民族风情小镇”“千口避暑养
生”2个乡村旅游示范点，融合观光体验区3个、苗王山景区观

光游览线1条。
据了解，目前全乡乡村旅游住宿接待59家，餐饮接待64家。2021

年，后坪乡全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500万元。
“乡村旅游不是短时间能够发展起来的，需要长期的经营管理，并且

只有符合市场需求的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旅游才能可持续发展。”后坪乡乡长周
俊峰介绍，下一步，后坪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继续按照“共

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要求，对传统村落进行扩展延伸，提升寨民共同参与村寨建设
的积极性，巩固好发展好寨民的高品质生活。

传承——非遗工艺编入学校教材

武隆区浩口乡紧邻贵州省务川县、道真县，是重庆唯一的仡佬族乡镇。
这里无论是族群、历史，还是地理、文化，都充满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在浩口苗族仡佬族乡的田家寨里，几十户仡佬族人家依山而居。传说，明
清时代，很多居住于云贵山区仡佬族人迁徙到此定居，勤劳的仡佬族妇女也将传
统的蜡染技艺带入此地，并生根发芽，逐渐形成了“蓝底白画”的浩口蜡染。如今
浩口蜡染早已成为当地仡佬特色的文化载体，并成功申报了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面对很多非遗传承困难的问题，浩口蜡染却游刃有余。“我们在艺术教学中加入
了蜡染课程，并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授课。”浩口小学校长黄春风介绍，十年如一日

的言传身教，不仅提高了孩子们对地方民族文化的认知，也让艺术根植于心，传承后继
有人。

这一点，在浩口小学的校园环境上得到了印证。“仡佬族姑娘”“名句箴言”“文
创小品”等蜡染工艺品，在校园内随处可见。

“浩口蜡染是用蜡刀蘸熔蜡，绘花于布后进行蓝靛浸染。制作流程分为制稿、
上蜡、染色和去蜡等四道工序，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是上蜡。”24岁的张鑫是浩口

蜡染的第四代传承人，也是浩口小学蜡染老师。从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美术专业
毕业后，便一直扎根于此，以张鑫为代表的“蜡染人”还自编教材，将蜡染技艺书
面化、蜡染传承标准化。

创意——落地工坊创造价值

经过浸染，秀丽仡乡、四季田园、古朴房舍、牧歌唱晚等跃然于画布，形成独一无二的图
案。不仅如此，浩口蜡染还在传统蜡染的基础上，添加了更多的现代元素，并自主发明了套色

蜡染，使得作品造型各样、款式新颖、色彩丰富，能更多地运用到生活中去，如装饰、服装等。
嗅到商机的仡佬族妇女紧握住“文创”这个时尚焦点，用蜡染工艺制作桌垫、扇子、笔记本、挂饰

等文创产品，挂到头部电商平台、文旅线下小店进行售卖，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一时间，蜡染文创成了
浩口乡村振兴创业的香饽饽。

浩口乡蜡染非遗扶贫工坊负责人陈红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政府推荐和蜡染工艺创新的加持下，蜡
染文创产品订单呈逐年上升趋势。即便是受疫情影响，年产值也有60余万元。”这样的文创产品不仅受到个人的

喜爱，更是许多知名企业伴手礼的不二之选，“现在正在制作的就是比亚迪活动的伴手礼。”陈红说，仅这一单就有几
千件，前前后后要忙碌一个月。

此外，随着浩口蜡染名气的提升，海外订单也是纷至沓来。小小的蜡染工坊，染出了大大的国际贸易。在传承文化
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留守妇女就近就地就业。

据了解，浩口乡为扶持当地非遗发展，投资60余万元打造的独具仡佬民族特色吊脚楼风格的非遗工坊，即将在今年6
月投用。

武隆旅游第三次创武隆旅游第三次创业深挖民族文化业深挖民族文化

仡佬蜡染求气质
云上苗寨强颜值刚过去的刚过去的““五一五一””小长假小长假，，

五天假期五天假期，，市内短途旅行市内短途旅行，，你你
去了哪儿去了哪儿？？作为全市旅游业作为全市旅游业
的的““排头兵排头兵””，，武隆区武隆区““五一五一””
期间期间，，累计接待游客累计接待游客116116..1414
万 人 次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实现旅游收入
5213352133..1919万元万元。。这无疑是这无疑是
近年来近年来，，武隆通过全域旅游武隆通过全域旅游
的发展建设的发展建设，，探索探索““城乡一城乡一
体体、、产城融合产城融合””的最好体的最好体
现现。。当前当前，，武隆正全力推武隆正全力推
进旅游业进旅游业““第三次创业第三次创业””，，
力争到力争到 20242024 年接待游年接待游
客量突破客量突破48004800万人次万人次，，
20262026年创建世界级旅年创建世界级旅
游度假区游度假区。。如此雄心如此雄心，，
既要靠自然颜值既要靠自然颜值，，更要更要
靠文化气质靠文化气质。。

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民族民族
文化文化”“”“非遗产业非遗产业””作作
为文化富矿为文化富矿，，成为衡成为衡
量地方文旅气质发量地方文旅气质发
展的重要标尺展的重要标尺。。而而
蕴涵丰富地域特蕴涵丰富地域特
色的武隆色的武隆，，在保护在保护
和 传 承 民 族 文和 传 承 民 族 文
化化、、发展民族文发展民族文
旅旅、、开发非遗文开发非遗文
创等方面也有创等方面也有
着得天独厚的着得天独厚的
基础基础。。““五一五一””
假 期 已 经 结假 期 已 经 结
束束，，我们正好我们正好
错峰出行错峰出行，，去去
武隆来一场武隆来一场
兼具兼具““颜值颜值””
和和““气质气质””的的
旅旅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