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激发人们的出游意愿，促进旅
游市场恢复生机，不少景区开启“免费
模式”，敞开大门迎接游客到来。（6月

27日 南宁晚报）
免门票政策对聚集人气、吸引客

流，都有一定的帮助。当前，很多景区
已关注到市场新需求，纷纷调整产品
方向，探索更多元的创收模式，因地制
宜围绕本土特色，打出食、住、行、游、
购、娱的“组合拳”，刺激景区和周边配
套的消费升级。近两年，网红店打卡、
露营度假等特色玩法颇受年轻人青
睐，也有不少景区将门票免费作为“流

量入口”，结合时下潮流热点，推出特
色产品留住游客、提高收入。当景区
把目光从门票收费移开，投向创新运
营模式、促进产业融合以及打造综合
化业态时，旅游业市场边际效益势必
会随之倍增。

事实上，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市场
的竞争，早已不是靠“禀赋”取胜的时
代，已进入“服务为王”的时代。换言
之，作为“软实力”的旅游服务是否趋

于完善和人性化，日显重要。这也要
求景区在公共服务层面，协同推进线
路设计、人流引导、食宿交通、购物娱
乐等，做到事先有预案，事中有调控，
事后有总结；在增值服务层面，特别是
在服务信息提供、旅游安全保障、健康
卫生强化等方面，为游客提供舒适、便
捷又具有差异化的体验和服务。这些
都能给游客以更好的满意度，给景区
形象大大加分。

从景区开启“免费模式”想到的
○孔德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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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摄影报道）“水
温合适不，冷了我再倒点开水……”近日，
当记者去到光大百龄帮·合阳城街道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时，护理员张艳正在为姚胜
玉老人洗脚。她将老人的双脚放进盛满
温水的盆中，仔细地搓揉起来。洗好后，
又用擦脚布把老人的双脚擦干净。

今年82岁的姚胜玉，是合阳城街道凉
亭子社区居民，由于子女平时工作忙，自
己年老体弱，今年3月，她住进了刚开业不
久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在该中心的两
个多月时间，她感受到了细致入微的服
务。“我患有糖尿病，之前腿脚无力，经过
两个月调养，现在走路都用不着拐杖了！”
接受采访时，姚胜玉老人笑呵呵地告诉记
者，针对她的健康状况，社区养老中心特
意为她准备了适合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每
周为她检测两次血糖，随时关注她的饮食
起居，在护工的精心照料下，她的身体越
来越好。

据合阳城街道社区养老院院长助理
常楷介绍，该养老院位于红岗山路，由原
合阳城街道办事处所在地改造装修而
成。该中心建筑面积3700余平方米，总投
资 800 余万元，设计床位 136 张。记者在
现场看到，养老院分为休闲娱乐区、文化
教育区、生活照料区、健康管理区、人文关
怀区、托养护理区、精神抚慰区和运营管
理区八个功能区，配备有电梯、健身设施、
文化娱乐设施，保健室、食堂、书画室、舞
蹈室等功能设施。先进的硬件设施、全新
的服务理念，为老人提供全龄化、一站式、
全方位、高品质的养老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合阳城街道抢抓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契机，大力发展社
区养老机构，同时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社会参与的推进机制，完善“建、管、
服”联动措施，机构、居家、社区、智慧养老
相结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
品质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合阳城街道

优化社区养老服务 让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生活

护理员为老人洗脚

重庆日报讯（记者 申晓佳）7月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获
悉，近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下简称登
记中心）受理了全市首个引入遗产管理
人的非公证继承登记，标志着我市已开
始推行遗产管理人制度，进一步简化申
请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流程。

该非公证继承登记所涉房屋位于
渝中区大溪沟街道，其所有权人张先生
于今年5月去世，目前第一顺序法定继
承人为其配偶和儿子。6月22日下午，

张先生的配偶陈女士和儿子到登记中心
申请办理非公证继承登记。二人商定
后，由张先生的儿子担任遗产管理人、配
偶陈女士继承房产（儿子放弃继承）。

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
于开展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
继承登记工作的通知》规定，遗产管理
人和取得不动产权利的继承人共同作
为申请人申请非公证继承登记，其他同
顺序继承人共同到场，有第一顺序继承
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无需到场，且无

需提交第二顺序继承人相关资料。因
此，本次登记中的全体继承人已到场。

登记中心“非公证继承登记”窗口
随即核验了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不动产
权证、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指导陈
女士填写了申请书、不动产继承分配方
案等相关材料，书面承诺提交材料的真
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约 1 小时后，
窗口工作人员便完成了资料核验、系统
录入、拍照确认等事项，并同步在门户
网站发布了登记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待 15 个工作日公
告期届满且无异议后，登记中心将立即
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向陈女士发放
不动产权证。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遗产管理人制度引入办理不动产
非公证继承登记，是我市不动产登记领
域优化营商环境的又一举措，能减少群
众办事成本、减少民事纠纷，同时还可
提升继承登记办理的质量和效率。

（据2022年7月6日《重庆日报》）

重庆非公证继承登记引入遗产管理人制度
进一步简化申请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流程

你——
暴风雨中的海燕，
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
飞翔吧！
战斗吧！
你——骄傲的海燕。
这首写给江姐的诗，名叫《海燕》，作者就

是何雪松。
1918年，何雪松出身于四川高县一个书香

门第。1932年，从高县罗场小学毕业后，考入
县城叙南中学。1934年，秘密加入共产主义青
年团，参加革命活动。抗战爆发后，经阳翰笙
介绍，何雪松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第三厅下属的电影队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思
想。1941年7月，他来到广西桂林一所中学任
教，利用讲坛宣传新文艺思想，后来因为支持
学生运动被校方解聘。

1946年，何雪松带着一家人来到重庆，任
第五军官总队上校教官兼《五总》月刊总编
辑。他经常启发教育青年，要做一个有热血、
有作为的中国人。一次，他的弟弟妹妹对他
说，家中没有钱用，何雪松笑眯眯地说：“不能
做官的人，哪能有钱用。只有建立一个民主的
新中国，改变了社会制度，中国才会国强民
富。”在给侄孙的信中，他写道：“人生的道路不
好走，荆棘坎坷到处有，我现在在外奔走奋斗，
就是要为你们将来开辟一条新的平坦之路。”

1947年10月9日傍晚，外出数日的何雪松
突然回家，他脚步急促，进院子时边走边脱外
衣，进屋后立刻将房门关上。不一会儿，几个
拿着手枪的人冲进院子，妻子莫凌志吓了一
跳。“你们干什么？！”莫凌志问道。他们没有理
会，冲到房前，一脚把门踹开。

只见何雪松坐在火盆边，拿着火钳拨弄着燃烧的纸屑。领头的
特务一把夺过火钳，发现纸已化为灰烬。他气急败坏地大吼：“你是
何雪松吗？”

“是的。”何雪松冷静地回答。
“走！跟我到二处去谈话。”何雪松一听，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

穿上外衣，走到摇篮前，亲了亲只有三个月大的小儿子，从容地走出
家门。临出门时，他回头对妻子大喊：“一定要把孩子抚养大！”

原来，何雪松与萧中鼎等人组织大巴山游击队，计划发动武装
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然而，消息泄露，组织上要求何雪
松立即转移。何雪松惦记着家里还有一份机密文件，若是落入特务
手中，后果不堪设想。他决定冒险回家销毁文件，却落入了敌人魔
掌，被押往重庆白公馆监狱。

何雪松被捕后，他的家人和组织利用社会关系多方营救。特务
头子徐远举提出，只要何雪松自首，表明身份，即可获释。何雪松严
词拒绝。

第二年4月，何雪松被转囚于渣滓洞监狱。由于他为人正派、办
事果断、刚直不阿，被同室难友推为室长。在对敌斗争中，他总是站
在最前面。当时，由于看守特务层层贪污，克扣粮食，难友们吃不
饱，要求采购员公布伙食账。特务恼羞成怒，大打出手。大家商定，
以绝食抗议敌人的暴行。何雪松挺身而出，向看守所长提出要求：

“士可杀不可辱。我们是政治犯，看守人员无权打骂政治犯。我们
要求撤换打骂人的采购员！”看守所长被迫答应了条件，绝食斗争取
得胜利。

1948年11月底，渣滓洞的一些诗歌爱好者开始秘密组织“铁窗
诗社”，运用诗歌这个战斗武器，诅咒黑暗，歌颂光明。何雪松是诗
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常利用放风的机会，与各室爱好诗歌的同志联
系。写诗的纸，是大家节约下来的手纸，笔是用竹篾片磨尖做成的，
墨水则是用棉花烧完后的黑灰兑水而成。

1949年1月29日，正月初一。经过争取，狱中难友们搞了一次
春节联欢会。牢门打开了，女牢的难友们把红红绿绿的被面拆下来
围在身上扭起了秧歌，还唱起了《闹新春》《慰问解放军》等歌曲。男
牢的难友们围了一圈，表演凤阳花鼓、叠罗汉、打莲花落等节目。何
雪松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了联欢会，一位难友问他：“将来能出狱的
话，你想干什么呢？”何雪松朗地回答：“还是干革命嘛！”

在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到来的时刻，何雪松怀着对亲人的
思念，写下了抒情诗《你等待着我》。诗中写道：

假如你爱我爱得很深，
你等待着我吧！
让我清算了敌人，
我再回家。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寒风呼啸，雾气笼罩，渣滓洞监

狱阴冷彻骨。当天，监狱的情况有些异常——敌人在各处增派岗
哨，内院和外院更换了灯泡，整个监狱被照射得如同白昼；特务办公
室的电话不时响起，焚烧档案、文件的火光闪烁；外院聚集了很多荷
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近段时间特务以“转移”为由，分批带走了几
十位难友……尽管外面的氛围颇为紧张，但何雪松仍旧镇定自若，
静静地躺在冰凉的地铺上。

尖锐的口哨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楼上的全部下来！我要办
移交了，快！”看守所长徐贵林站在放风坝上吼叫着。

沉浸在思绪中的何雪松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醒，他站起来跑
到牢门前问：“交给谁？”

“交给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下去安静点！等警备司令部接
人。”

何雪松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
所有难友都被转移到楼下8间牢房，牢门被铁索死死锁住。这

时，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务涌入内院，冲上走廊，站在每间牢房的门
边。只听一声令下，无数子弹从每个门口射向手无寸铁的难友。刹
那间，整个监狱弹片横飞，烟尘弥漫。何雪松中弹受伤，他看着身边
的难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敌人的枪口还在狂喷火舌，他用双手死
死握住木栅栏门两侧，挡住敌人的视线，掩护其他难友破窗突围，自
己却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重庆解放后，中共重庆市委根据何雪松生前的愿望，追认他为
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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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区公安局智慧侦查中心
的灯还亮着，民警盯着屏幕目不转睛，
毫无倦意。

摸排两千多条线索，连续奋战十余
个日夜，团队齐心戮力，案件终于有了
突破。最终，专案组成功破获了这起显
卡盗窃案，帮群众挽回损失20余万元。

耐人寻味的是，该案是一起熟人策
划、里应外合的“无间‘盗’”。

老板把他当朋友
他却起了坏心

梁某在云门街道某电脑工作室打
工，老板刘某待他不错，私底下把他当
朋友。梁某从刘某口中得知，工作室的
电脑显卡比较值钱，且量大，这让梁某
起了不该有的心思。他在今年 2 月将
此事告知了自己的“发小”石某、王某，
三人一拍即合，预谋盗窃。

5月21日中午，在梁某的悉心策划
下，石某、王某二人驾驶一辆SUV，装载
着一辆电动摩托车从四川成都出发，目
的地重庆合川。

当天傍晚，二人到达电脑工作室门
市附近，把车停靠在离案发现场较远的
乡村路段，伺机作案。

一切安排对于梁某来说都恰到好
处。前一晚打牌自己赢了刘某，今天
正好以此为由邀请刘某等人吃饭。当

然，真正目的是为石某、王某盗窃创造
条件。

饭店里，梁某明面上同刘某等人其
乐融融、相谈甚欢，私底下却用手机

“指挥”“报信”；另一边，石某、王某二
人做好伪装，驾乘电动摩托车，蹑手蹑
脚进入电脑工作室实施盗窃。得逞
后，二人驾车逃回四川雅安，在途中将
电动摩托车驾驶到僻静小路遗弃，梁
某则若无其事地继续打工，远程商量

着东西怎么卖。
正如电影《无间道》里的场景，梁某

藏匿暗处，干着背叛的勾当。

为寻突破口
民警排查线索两千余条

次日上午，刘某发现电脑工作室被
盗，50 张总价值 20 余万元的显卡不翼
而飞，工作室瘫痪，他立即向合川警方

报了警。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发现嫌疑人作案目标明确，具有较强的
反侦察意识，加之夜晚作案，附近乡村
公路人烟稀少，初步勘查未能获取有效
线索。民警曾怀疑系熟人作案，但当晚
对刘某工作室的相关人员进行走访，均
有不在场证明，民警又只好转换思路。

初期摸排工作量大，民警顶着压
力，不断扩展侦查思路和范围，连续奋
战十余个日夜，前后共梳理出两千余条
线索。

破案“密码”就在其中，但在如此海
量线索中排查，需要时间。

“这辆摩托的出现和消失有问题，
跟一辆SUV有关！”6月7日凌晨，在民
警“地毯式”排查下，案件终于有了突
破。继续巡线摸排发现，当晚这辆SUV
行驶时刻意放下了遮阳板，主副驾驶人
员还佩戴墨镜、鸭舌帽，行迹十分可
疑。民警顺藤摸瓜，很快锁定了当晚行
车人石某和王某的身份，并发现两人案
发前与刘某的雇员梁某联系密切，三人
均有重大作案嫌疑。

6月9日上午，专案组兵分三路，分
别前往四川成都、雅安以及重庆合川某
小区同时实施抓捕。在嫌疑人王某供
述下，于成都市蒲江县一处民房内起获
全部被盗显卡。

目前该案正进一步办理当中。

里应外合上演现实版“无间道”
合川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盗窃电脑显卡案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富为 文/图

民警起获嫌疑人藏匿的全部被盗显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