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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雷行星
文 / 图） 2 月 18 日，由新疆北新路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巫山县桂花大桥，在
春节期间通过 50 余名管理人员和工人的

共同努力，已成功完成了 15 片钢箱梁的吊
装。 该桥钢箱梁吊装将于 3 月中旬完成。

记者在桂花大桥项目施工现场看到，
不少坚守岗位的工人正在船上对钢箱梁吊
装的位置进行调整， 最后经过 3 个多小时
的空中挪移， 成功将钢箱梁精确吊装定位
到距离江面 80 多米的高空中。

“我是来自江苏的桂花大桥的建设者，
今年自愿留在巫山过年， 项目部在春节对
我们工人进行了慰问， 我们也感觉到了家
的温暖。春节期间，我们与家人也进行了视
频拜年，现在生活非常方便，和在家里过年
一样的开心。 ”施工人员杨永战接受采访时
说。

据桂花大桥项目总工程师陈民介绍，
春节期间，桂花大桥项目有 50 余名管理人
员和工人选择就地过年。 初二就开始正常
上班，目前桂花大桥已完成了 15 片的钢箱
梁的吊装，预计 3 月中旬完成全部 35 片钢
梁的吊装施工。

桂花大桥是连接绕城路的重要控制性
工程，连接高铁站、机场、县城，大桥全长
1540 米， 主桥为主跨 550 米的双塔钢箱梁
悬索桥，双向四车道，主缆计算跨颈为 120
米 +550 米 +150 米，整个工程预计今年 10
月竣工。

桂花大桥钢箱梁吊装 3 月中旬完成

本报讯 （记者 何帮成 侯毅 文
/ 图） 2 月 17 日， 农历正月初六， 也是
2021 年春节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最后一
天， 我县境内的 G42 沪蓉高速迎来返程
高峰。 据高速执法部门预计，当日经巫山
离渝的车辆将超过 3 万台次。

据了解，2021 年春运是新冠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的第一个春运，虽然较往年车
流量减少了 40%，统计的整体通行车辆也
达到了 37 万台次。 重庆高速执法二支队
四大队首先保障道路通行畅通，同时继续
抓紧抓实抓细常态疫情防控， 加强监管，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督促服务区落实全面
消杀。

为应对解决往年出现高速免费通行

最后一天出现的拥堵情况，管辖我县境内
高速公路的重庆高速执法二支四大队进
一步强化春运车流研判， 全面完善落实

“一站一策”“一堵点一方案” 保畅保通方
案及应急处置预案，并加强与相邻路段信
息的互联互通， 建立区域协同保畅机制，
提高协同处置能力与路网通行能力，确保
道路安全畅通。

重庆高速执法二支四大队执法人员
提醒，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广大司乘人员
在踏上归途之时请记得佩戴好口罩，做好
消毒等个人防护工作。在进入服务区时请
出示渝康码，配合体温测量、个人健康信
息登记等工作。

高速巫山段迎来返程高峰 一天通行车辆超 3万台次

本报讯 （记者 罗淼） 春节假期
刚刚结束， 水路客运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探亲返程流、返岗务工流明显增加，由于
我县地处长江沿岸，所以水路运输也是春
运的主战场。

2 月 19 日，记者在古城码头看到，趸
船上人头攒动， 上下来往的乘客络绎不
绝。工作人员在提醒乘客戴好口罩的同时
并对乘船人员信息做好相关登记。

据了解，古城码头主要承担巫山至大

昌、双龙、抱龙、培石、大溪等乡镇的客流
运输。 每日上午 7 点至下午 17 点滚动发
船。初一至初六输送人流量共 7000 余人，
单日输送人流量达到 1000 余人。 为保障
水路春运安全，县航务处在持续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做好
客运组织能力，保障每位乘客安全出行。

节后返程水路运输安全有序

本报讯 （记者 向海燕 何帮成） 俗话说：“过
完十五才算过完年”。下周五就是元宵节了，元宵节素有
吃汤圆的传统习俗。 2 月 19 日，记者走访县城多家超市
和街头零售点发现，汤圆已在市场上唱起了主角，商家
纷纷开专柜搞促销，备受市民热捧。

在县城某大型超市内，记者看到汤圆已经成了速冻
食品区的主角，各种口味、不同品牌的汤圆被摆放得满
满当当。 据了解，今年的汤圆口味上除了豆沙、黑芝麻、
香脆花生、五仁等传统的甜味以外，还有“低糖汤圆”、

“无糖汤圆”等养生汤圆；草莓、芒果、猕猴桃等果味汤
圆。 除此之外，更有猪肉、牛肉等各种馅料的咸味汤圆，
可谓品种多多，应有尽有。其中，各种水果口味的汤圆备
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但是，黑芝麻、花生等传统馅料的
汤圆仍是今年的主力军。

据了解，今年汤圆的价格和往年基本持平，售价均
在 6-20 元不等。

为了迎接元宵节的到来，不少超市已经开始降价销
售，且促销优惠幅度较大，在节前迎来了一波销售小高
峰。

一超市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从正月初就开始筹备
汤圆的货源，汤圆的品种齐全，货源充足，绝对能满足顾
客的需求。”在汤圆专区前，记者看到前来选购的市民络
绎不绝，不少市民更是一次性购买了好几种不同口味的
汤圆。

除了超市， 神女农贸市场内小摊的生意也在升温。
据摊主介绍， 虽然这几天前来购买汤圆的顾客不少，但
目前还不是汤圆销售的最高峰， 根据往年销售经验来
看，元宵节的前一两天才是汤圆销售最火爆的时期。

不过在此提醒大家，汤圆虽然好吃，但不是每个人
都适合吃汤圆，由于汤圆外皮多由糯米粉制成，黏性高，
不易消化，医生建议老人和婴幼儿以及肠胃不好的人不
宜多吃。此外，有些汤圆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也不宜
多吃。

元宵将至 汤圆热销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侯月 伍红 文／图)�
2 月 20 日，春光明媚，位于小小三峡深处的大昌镇马渡
村景色宜人。 在 3 社河边的坡上，只见一个个 W·默科
特杂柑犹如小灯笼一般， 密密的挂在枝头吸引眼球，让
人垂涎欲滴。

现正是 W·默科特大量上市的季节，果园老板张福
林与几位工人一道，正忙着采摘果子，装筐、上车、外运。

年逾半百的张福林， 原是巫峡镇长江边上的渔民。
不满 20 岁开始，便在水上漂，风雨里走，常年以捕鱼为
生。迄今自来，已达 30 余年之久。但在 6 年前，张福林突
然发现长江鱼类大量减少了。“有时一网下去能有七八
条小鱼已属幸运，每天的捕捞量也不过几斤。 ”张福林
说。

2017 年，张福林在政府的引导下尝试退捕转产，拿
出 30 余万元积蓄， 在马渡村流转土地 200 余亩发展
W·默科特柑橘，“政府免费提供了 1 万余株种苗， 还定
期派遣农技专家深入果园，手把手教我种植技术，让我
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种植能手。 ”张福林介绍。

张福林尝到了种植柑橘的甜头，成立了巫山福达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去年，张福林种的柑橘树 120 余亩进
入丰产期，并靠着政府搭建的“线上＋线下”销售平台，
一共挣了 100 余万元。

“今年，有的树歇枝，但还是可采摘 30 多万斤。 ”张
福林说，自 1 月成熟上市，截至目前已经卖了 17 万斤。
今年至少也可以卖 90 余万元。

张福林说，他现在的好生活，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当
地政府不但派农技专家上门指导， 还免费提供肥料、技
术培训，帮助修建滴灌系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的工作人员还不定期地常上门了解他的生产情况及
果园管理方面的情况。

前年，他又流转了 100 多亩地，进一步扩大了种植
规模。“如今，我不仅再不用冒着风雨坐船捕鱼了，而且
生活比过去惬意多了。 ”张福林欣喜地说。

渔民转产建果园
一年收入上百万

车车辆辆排排队队通通行行。。

正正在在建建设设的的桂桂花花大大桥桥。。

张张福福林林在在采采摘摘柑柑橘橘。。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伍红 文 /
图）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巫山渝安公交
客运有限公司 105 公交车首班车 6 点准时
发车， 驾驶员卢明俊和往常一样凌晨 5 点

多收拾完到达车队， 做好运营前的发车准
备，随后开始一天的运营工作。

正是有着一个个像卢明俊一样的公交
人默默坚守， 春节才保障了乘客们的团圆

欢聚。 作为一名公交驾驶员，她说：“在春节
期间，大家团圆之际，作为一线的服务人员
我们还是会准时准点坚守在岗位上， 确保
大家的方便、安全出行。 ”

卢明俊所在的 105 路线路贯穿县城繁
华地段，途径商业区、学校和医院，每跑一
圈需要一个多小时， 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
巷，每逢遇到不懂扫码乘车的乘客，卢明俊
总是耐心的教乘客如何操作， 让乘客在不
经意间感受到体贴友好；路过人行道路口，
她也总是提前减速，多次主动挥手示意，礼
让行人优先通过。

行车途中， 乘客也不禁感叹过年还有
公交车出行，给市民带来了太多便利，只是
辛苦的是公交司机。 迈入新一年，卢明俊是
这样讲述内心希望：“今年希望在沿途路段
建设一个能接热水的饮水点， 这样我们驾
驶员就能随时有热水喝， 也能为乘客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 ”

由于是发首班车，卢明俊中午 12 点半
就结束了运营工作，在做好车辆清洁，回到
家里已是下午 3 点。 而家里一对双胞胎儿
子还等着她回家做饭。 卢明俊说：“我的两
个娃娃，一个在巫山第二中学住校，一个在
七校合一读书。 由于自己工作的特殊性，不
能接送孩子上学，吃饭更是难题。 ”

虽然今年没能和孩子们度过一个完整
的春节，但是能护送更多的人回家团圆，她
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

公交司机卢明俊：新春坚守岗位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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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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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发
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