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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四川安岳县宝森柠
檬文化旅游小镇柠檬主题广场，
2019 四川省第十届乡村文化旅
游节（春季）暨第十一届中国安岳
柠檬节开幕。

四川省第十届乡村文化旅游
节“春季站“选择安岳举行，与柠
檬花浪漫相约。节会以“与柠檬
相约 看安岳春晓”为主题，推介
柠檬文化、石刻文化等特色旅游
资源，吸引海内外游客到安岳观
光旅游、投资兴业，推动安岳旅游
产业、柠檬产业健康快速发展，进
一步提升“中国柠檬之都、中国佛
雕之都”的品牌影响力。

开幕式现场，各种柠檬系列小
吃供游客免费品尝和购买，粉条、
石刻、坛子肉等特色产品和旅游文
化产品也现场展销，全力推广安岳
柠檬品牌，为游客提供集游、玩、娱
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服务。

从3月下旬至4月，安岳陆续
举办文化旅游路演推介、乡村柠
檬音乐节、乡村越野跑、青年交友
会、文旅主题影像展、柠檬快闪等
11个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4月
21日上午，以“美丽柠乡动起来”
为主题的乡村越野跑，将吸引来
自全国的越野跑爱好者1500人，
通过“体育+旅游”的模式，用脚步
丈量巴蜀美丽乡村，在乡间小路
上享受柠檬花的芬芳。当天，封
面新闻将对此进行高清直播，不
能到现场的网友，可以通过封面
新闻客户端感受现场气氛。

柠檬是安岳最具特色的支柱
产业，种植规模、产量、市场份额
占全国80%以上，并以173.6亿元
的品牌身价，进入全国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前10强，鲜果及
加工产品畅销国内50多个大中
城市，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和地
区。

近年来，安岳加快建设中国
柠檬之都，把发展柠檬产业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以举
办乡村文化旅游节和中国安岳柠
檬节为契机，持续深化以柠檬为
特色的现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全力推动安岳柠檬产业健康
高质量发展，打造科技研发全国
一流、柠檬品质世界领先、产业链
条健全完善的世界级柠檬产业基
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田雪皎 陈远扬

重拳整治市场乱象
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22万余元

查处某医院发布虚假广告
案，罚款56万元；查处某大药房
经营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冲剂固体
饮料、压片糖果案，罚款54.76万
元……

这些都是成都成华区市场监
管局“春雷行动2019”暨整治“保
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中查处的
案例。

“加大对‘保健’市场、食品、
药品、质量等重点行业领域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查处一批
案件，规范一个行业，净化一片市
场。”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共检查企业600余家，各类
市场138个，受理消费投诉举报
1530余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22万余元，立案查处180件。

此外，在“市场治乱”执法子
行动中，该局结合正在开展的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以农贸市
场、批发市场为重点，向经营者发
放“线索征集”信封3000余个，收
到案件线索 14条，查办案件 11
件，有力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

市民在采摘樱桃。（成都农业供图）

人间四月天的蓉城，看过百花争
艳，是时候去收获美味的果实了。
偷偷告诉各位小伙伴，红彤彤的

“恩桃儿”、乌黑透亮的“桑泡儿”，已经挂满
枝啦！等等，成都周边有哪些地方适合采
摘樱桃和桑葚呢？4月19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根据成都农业等信息，整理
出了一份资格的采摘攻略。趁着这个周
末，赶紧约上亲朋好友，一起前往成都近郊
开启采摘之行吧。

樱桃篇
二月樱花开，四月樱桃红。成都人

熟悉的小樱桃，也叫“恩桃儿”，已经悄
悄红了脸。阳光照射下，红彤彤，晶莹
剔透，加上酸甜可口的感觉，立马就能
激活你的味蕾。

哪儿的樱桃可以摘了？比如，金
堂的梨花沟，屋前屋后都有村民自家
种的樱桃树。可以自己采摘，也可在
现场购买采摘好的，价格一般在10元/
斤左右。

还有蒲江的樱桃山，划分了四个区

域供大家采摘，这里的樱桃分三个品
种：红花、百花、紫花，附近也有不少的
农家乐，方便吃和玩。青白江清泉镇
的樱桃主要集中在五桂村和快乐村，
半山半坡、浅丘沟壑、田间地头全都是

樱桃树。此外，简阳的樱桃沟也是不容
错过的好去处。

桑葚篇
除了红彤彤的樱桃外，乌黑透亮的

桑葚也已经挂满枝头了。作为童年记
忆里的“小黑果”，别看它长得黑，那甜
味可不是盖的。还没吃过的小伙伴，可
不能错过这份美味哟。

采桑葚的话，有双流的新航道农
庄，可以提着小筐边摘边吃，很适合情
侣游、亲子游。还有龙泉驿区茶店镇的
石经村，从4月下旬开始，这儿的桑葚开
始成熟啦。

如果想去近一点的地方，那就去新
都新繁镇，这里距成都市区只有半个小
时左右的车程。此外，在大邑晋原镇新
乐村生态农桑养生产业园的桑果基地，
还有640亩的桑葚园可以采摘。不仅如
此，这里还推出桑果食品、桑果饼干、桑
果红酒和桑果果酱等制品。

说了这么多，不如趁着周末，挽起
衣袖，戴上遮阳帽、提着小果篮，去体验
采摘乐趣，品味美味果实，回忆儿时乐
趣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在

《诗刊》主编、诗人李少君提到，
诗歌作为社会变革的风向标，作为
新时代的号角，应该走在前列，成为
文艺的先锋，所以我们组织成立全
国诗歌报刊联盟，就是要团结全国
诗歌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指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与时代同步，坚定文化自信，引
领诗歌风气，齐心协力推动新时代
的诗歌发展。

2019 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百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新诗革命新
文学革命开始的。李少君发现，现在
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很有意
味，“陈独秀当年提出三大主张：推倒
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

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
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
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
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李少君看来，到如今，新诗刚
刚过了一个百年，又出现了当年陈
独秀批判的一些诗歌现象，“过度自
我，小圈子化，过度修辞雕琢，晦涩
空洞，这些正是当年新诗革命所反
对的。所以，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重温当年新诗革命的初衷，让我们
思考第二个百年新诗的发展方向，
这也正是新时代诗歌所要正视的问
题。”对于新时代诗歌，李少君认为，

“应该是坚持大众的方向，坚持平易
鲜活的方向，坚持基调明亮、能量充

足、人民喜爱、能发挥社会作用的创
作方向，以精品奉献人民，创造新的
诗歌高峰，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达成
的共识。”

诗人梁平也以自己的诗歌创作
和观察，分享他的思考、观点：“对新
时代的书写要将目光集中于现实写
作上。现实写作不仅仅是一个写作
方式的问题，更是一个作家、一个诗
人的写作态度、写作方向。”作为曾经
的《星星》诗刊主编、现任《草堂》诗刊
主编，梁平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一
家文学刊物更应该关注现实，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编发导向。”
全国诗歌报刊联盟的性质是由

全国范围内重要诗歌报刊自愿组成

的非营利性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
诗歌网。该联盟将通过组织形式多
样的诗歌活动，为全国各诗歌报刊
搭建广阔的交流平台，及时捕捉当
下诗歌创作动向，推广传播新时代
优秀诗歌，关注与发掘基层诗人与
有潜力的青年诗人，营造良好的诗
歌氛围，推动基调明亮、能量充足、
人民喜爱、能发挥社会作用的新时
代诗歌创作，促进我国诗歌事业的
繁荣发展。

中国作协《诗刊》是联盟理事长
单位，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石开担任
秘书长。华西都市报也是该联盟理
事单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1330万元奖补资金
四川首次大规模奖励高技能人才

“以精品奉献人民，创造新的诗歌高峰”
全国诗歌报刊联盟在马鞍山成立

成都樱桃、桑葚熟了，摘它！

无证经营卫生堪忧
彭州取缔

一豆腐干小作坊

4月 10日，成都彭州市天彭
街道，执法人员走进一个“不起
眼”的屋子。屋内，卫生环境堪
忧。然而，这竟是一个豆腐干小
作坊。由于涉嫌无证经营，执法
人员对其进行取缔。

这次行动，来自食品安全网
格人员的举报线索。“自开展平安
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彭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主动与
属地政府联系沟通，采取多种形
式的监督检查，深入排查社区突
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彭州市市场
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严厉
查处违法经营单位，确保辖区食
品安全。

安岳柠檬花节持续一个月

柠檬美食
让人口水流

汉语新诗走过百年历程，收获甚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近些年来，随着微信、微博等融媒体的平台助推，汉语新诗又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在新媒体时代，诗歌报刊如何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继往开来，继续发挥其培育严肃文学的主流阵地职责，是业内思考的重
要课题。

4月19日，全国诗歌报刊联盟在安徽马鞍山成立，《诗刊》主编李少君，安徽省文联主席吴雪，马鞍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夏劲松等为中国
诗歌报刊联盟揭牌。包括《诗刊》《星星》《草堂》《十月》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家重要诗歌刊物及报纸相关代表相聚一堂，以“主编恳谈会”的
形式，围绕“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展”主题，贡献各自的智慧。《诗歌月刊》是此次活动的承办方。

看更多资讯

打开封面新闻

4月19日，全国诗歌报刊联盟在安徽马鞍山成立。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刘春
华）近日，省人社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发
文，决定对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等
4个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辅
基地累计给予1200万元的经费补助；对
杨尹渝等36名获得国家表彰的高技能
人才和入围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
集训队的优胜选手累计给予130万元奖
励。

此次大规模奖补，是我省实施“天
府工匠”培养工程中一次创新奖补政策
的落地落实。

为加快培养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和“5+1”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需要的高技
能人才队伍，省政府决定于2018年起实
施“天府工匠”培养工程，对每个新设立
的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主、辅基地和
省级技能竞赛集训基地分别给予500万
元、300万元和50万元的经费补助。对
获评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的本
省高技能人才分别给予15万元、6万元
追加奖励。对入选世界技能大赛国家
集训队的本省选手给予每人1万元的奖

励。对获评四川省技能大师、四川省技
术能手的分别给予每人5万元、2万元的
奖励。

按照上述政策，此次1330万元奖
补，包括对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飞
机维修）、成都技师学院（数控铣）、中国

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建筑金属构造）、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焊接）等4个
世界技能大赛国家级集训辅基地，每个
补助经费300万元。奖励中华技能大奖
获得者、四川航天川南火工技术有限公
司高级技师杨尹渝15万元；奖励四川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什邡卷烟厂高级
技师黄勇等第14届全国技术能手获得
者每人6万元；奖励四川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常瑞等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国家集训队选手每人1万元。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
照“天府工匠”培养计划，到2020年，我
省技能人才总量要达到1000万人，高技
能人才占比达到25%，高端技能人才形
成雁阵效应，有效支撑我省高质量发展。

围绕上述目标，我省明确了高技能
人才培养开发工程、全民职业培训提能
工程、工匠培养平台提升工程、天府传
统技艺振兴工程、天府技能大赛品牌工
程、天府匠心筑梦激励工程等6大工程
的19条具体政策举措，其中多项奖补政
策均为本省首创。

新时代诗歌应该是坚持
大众的方向，坚持平易
鲜活的方向，坚持基调
明亮、能量充足人民喜
爱、能发挥社会作用的
创作方向，以精品奉献
人民，创造新的诗歌高
峰，这也是我们这次会
议达成的共识。”

——《诗刊》主编、诗人李少君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四川航天川南火工技术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杨尹渝获得15
万元奖励。（图据泸州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