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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时间

2020年3月26日零时起

二、实施范围

影剧院、KTV、网吧、室内游艺场所、体育健身

场所（室内游泳馆暂缓）等场所在认真履行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的前提下，有序推动复工复业。

三、相关要求

1.场所做好日常通风、环境卫生与消毒工作。

2.所有员工持健康证明，不得带病上岗，全程

佩戴口罩。

3.顾客测体温，亮“渝康码”进店，保持安全距

离，全程佩戴口罩。

4.要落实人员限流措施，防止人员聚集。

5.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倡导文明消

费、安全消费。

今起文化体育经营场所
可有序恢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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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重庆市綦江区中峰镇人民政府张渝强执法证遗

失，证件号：192160025，有效期 2018.08 至 2023.07，声

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中峰镇人民政府梁光红执法证遗

失，证件号：192160024，有效期 2018.08 至 2023.07，声

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中峰镇人民政府唐艺源执法证遗

失，证件号：192160018，有效期 2017.04 至 2022.03，声

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中峰镇人民政府叶嘉执法证遗失，

证件号：192160014，有效期2015.10至2020.09，声明作

废。

重庆市綦江区中峰镇人民政府卢林菓执法证遗

失，证件号：192160010，声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中峰镇人民政府王海艳执法证遗

失，证件号：192160006，声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中峰镇人民政府岳中凯执法证遗

失，证件号：192160011，声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中峰镇人民政府胡光栩执法证遗

失，证件号：192160022，声明作废。

袁 后 芳 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号 ：

JY15001100063274，声明作废。

广大市民朋友：

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为弘扬

优良传统、保护生态环境、培育文明新风，巩固疫

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我们倡议：

文明祭扫。倡导以网上祭扫、家庭追思等方

式，怀念逝者、寄托哀思。提倡献一束花、敬一杯

酒、植一棵树、讲一段往事等方式怀念先辈，不搞

封建迷信，告别祭扫陋习。讲好先辈故事，树立良

好家风，营造文明社会新风尚。

节俭祭扫。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

孝老”的传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的新观念，提倡

老人在世多孝敬、离世祭祀不攀比。倡导从俭办

丧、节俭祭扫，反对铺张浪费，以节俭方式追思故

人，让逝者安息，让生者无憾。

环保祭扫。树立环保意识，自觉遵守烟花爆

竹禁燃禁放和市容管理有关规定，不在道路两侧

和楼道等地焚烧冥纸，不在山林、草场、墓地等烧

纸焚香，形成绿色环保祭扫新风尚。提倡绿色低

碳出行，爱护自然环境，让传统节日回归清净与文

明。

安全祭扫。清明期间，全市所有殡葬服务机

构已暂停集中祭扫、集中公祭等集体性活动；已暂

停骨灰寄存堂、骨灰塔陵园等相对封闭的室内场

所祭扫服务；公墓（陵园）严格实行预约、限量、分

时、错峰祭扫。敬请大家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

规定，防止人员扎堆祭扫，不给疫情传播可乘之

机。提倡文明行车，不乱停乱放，不为疫情防控添

堵。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和消防安全等规定，确保

安全祭扫。

祭扫是一种形式，是对先辈的怀念和尊重；文

明是一种风尚，是时代发展进步的体现。让我们

积极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从现在

做起，以文明祭祀的方式追思先辈、祭奠逝者，为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和践行文明祭扫新风尚贡献力

量！

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文明办

2020年3月24日

清明节文明祭扫
倡议书春天的脚步是慢的，若是散文的章法，

舒缓优雅，忽然有一天，风的脚步在村巷的

尽头拐了个弯，抬首望远，却见整个春野已

是疏影横斜，烟柳迷蒙了。

最先醒过来的该是村野低处的河道

吧，河道浅浅，却正好盛得下春风的脚步。

它们沿着河堤奔跑、追逐，换着方向遛弯。

没几日，小河就被春风的脚步喊醒了。河

水顺着或低或高的窄窄河道淙淙的流着，

枯旧的草茎斜了身子搅在水面上，咝咝啦

啦地响。河堤上的柳树，眯缝了眼斜斜地

望去，便见一抹抹疏淡的融融绿意亮着，新

鲜明丽，惹人忍不住脚步攀爬上河堤，凑近

了那柳树仔细摩挲一番。柳树皲裂的粗皮

在日日渐暖的煦风里露出几分泽润来，柳

枝的肌肤已然醒过来了，泛着淡墨似的绿

意，让人怜惜地伸手抚摸，于几分凉意里透

着丝滑。尤其可人的是那嫩黄的芽孢，被

融融的鹅黄包围着，按捺不住的叶片从缝

隙里挤出来，疏淡着几分明丽，几分淡雅，

让人心中不免生出诗情画意来。

过几日，漫步河堤，已然是烟柳袅娜，

菡萏的骨朵，绽放的叶片，就这样浸润在春

风的煦暖里，缭绕着，氤氲着，若化不去的

烟岚，若翩然而舞的丝袖，挥不去，拢不住，

云遮雾罩一般，让人心旌摇曳，爱意顿生。

相互搀扶着的老人，步履悠然，迎着枝柯间

洒过来的晨光，轻轻地说着话儿，踯躅而

行。奔跑着的孩童，总是一路奔走一路呼

喊，明亮的叫喊声穿梭在烟柳之间，轻盈快

乐。至于远处河中木桥上衣袂飘然的女

子，那是春天养育的风景，纤弱淡远，一手

扶桥，一手托腮，于一份雅然的景致里洇染

出一幅水墨写意般的画幅，嵌在河道上，嵌

在远望的眼眸里。

就这样，随了春的脚步，过了雨水，过

了惊蛰，迎来了布谷声声。

布谷啼春，啼醒了柳绿，更啼醒了桃

红。

这桃红，山间的迷蒙绚烂。出得村巷，

顺了山间逶迤小道信步而行，春草窸窸窣

窣地吻着脚踝，新生的芽尖硬硬朗朗。到

了山腰，村巷就隐在了青青瓦舍之间，回首

观望，迷迷蒙蒙地拢着，在烟柳婆娑里。山

腰之间，树木疏朗，尤其是那桃枝，更有几

分隐逸之气，枝条横斜，摇曳横生在丛树之

间，缓缓地凑近了脚步，顺势坐在桃林边

上。这时候，便可细细地端详那一朵朵绽

了的桃红。桃红喜晴，阳光浓浓郁郁地泼

洒下来，低了头，逆着阳光望上去，便见桃

瓣薄如蝉翼，透着光，透着浩渺春色，却又

是那样孱弱楚楚，于是，凑近鼻息，芳香便

随了气息进得肺腑之间，久久的，暗香迷

蒙。

而于村巷，这桃红，最是一枝独秀般迷

人。

村巷的桃花，一般生在墙垣之内，伸出

墙外的，便是一枝两枝、三朵五朵的了。而

这一两枝三五朵，就若暗夜醒着的辰星，最

是撩拨起你我内心的爱惜了。墙垣破旧

——去冬的墙垣、经年的墙垣，经历了风霜

雨雪的剥蚀，而这一枝桃红，却是那样的鲜

亮，旁逸斜出，顺着墙缝，在煦风的吹拂里

摇曳着，灿若斑驳星辉，兀自奢靡着。

而这景致，便是春色最好的光景。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未及黄昏来临，这春色，这景致，已是让人

迷醉不舍归去了，若是黄昏近前，一灯如

豆，就着疏影横斜的一枝桃红，还有几人能

够挪移得了脚步呢？

春渐深，人渐醉，在这横斜疏影里。

疏影横斜春渐深
■任随平

珠滩溪旁桃花朵朵

春天的乳液，喂养出
一朵、两朵、数十朵、上百朵
成千上万朵。大地相迎
一场香艳的聚会，火星一般
在珠滩溪旁安营扎寨
生命的春天轰轰烈烈

大开方便之门
天那么蓝，云那么薄
阳光敞亮着
每一朵花含情脉脉
略施胭脂的脸在风中笑得更欢

跳跃是生动的画面
热情入火的嘴唇，诱人深入
路过的脚步停下来
剧情缠绵，在斜挂的山坡上
四处都会发出春天的娇喘

桃花朵朵，深情的姿势
托起亘古不变的春天
等着体内的秘密，尘埃落定

团山堡奏响大地之旋律

以弓弦之力度，给四季生活
传宗接代。一群肤色贴近泥土的人
祭祀天地日月，把秧盘铺满谷种
深一脚浅一脚地移动
内心的虔诚安放在水平线上
一粒簇着一粒
一盘倚着一盘
一畦挨着一畦
一个辽阔的秋天铺展出去
现在和未来，都是流线型的旋律

大地的旋律，越发响亮
团山堡的这场耕作
给陈旧的记忆添加了新的元素
异曲，同工。我借此拾起
一缕汗水和一场相思
生活的甜与苦都应珍惜

重回村庄
（两首）
■兰采勇

一夜春雨伴着雷声，淋湿了村庄，

淋湿了大地，早晨的阳光透过薄雾，照

在阳台上，煦和而温暖，推开窗，我突

然听到了紫燕的声音。

对，就在我家二楼的屋檐下，一对

娇俏的春燕正在呢喃。

它们应该还是去年来过的那对

吧，“秦楼东风里，燕子还来寻旧垒”。

这里虽不是闺怨浓郁的秦楼，只是一

栋再普通不过的农舍，但冥冥之中，依

然有它们难以割舍的依恋。

我知道，为了这份依恋，它们经过

了长途跋涉，回归故巢。一路迁徙，尽

管栉风沐雨，千辛万苦，但丝毫不见半

点的疲惫，从头到脚，尽是些生动活泼

的靓丽。

翕动的羽翼，轻巧伶俐的剪。只

轻轻一挥，就剪出了屋前的杏花腮，剪

出了后院的柳叶眉，剪出了墙外的桃

花脸。当然，我知道，它们的羽翼，并

不是万能的剪。剪不断东风的慷慨，

也剪不断细雨的缠绵，唯一能一下子

剪断的，是对南国的无限眷恋。既然

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就要勇敢地对

过往说声再见。

“双燕复双燕，双飞令人羡”。在

我的眼中，它们是幸福的，是洒脱的。

春天来了，就名正言顺地北归；秋风凉

了，就正大光明地逃避。有留恋但不

迷恋，快活中几多潇洒，轻盈中不乏妩

媚。有一丝不快，就到田野间上下盘

旋一会儿；有一丁点舒心，就放在枝头

毫无顾忌地骄傲一阵儿。既不掩饰，

也不张狂，只是一如既往地顺其自然。

一时间，我的内心有了些许释然：

明天，我会推脱掉一切羁绊，跟随着它

们的身影，走进自然，在明媚的阳光下

快乐地舞蹈……

紫燕归春来
■李夭龙

春在飞扬
■聂晓宏

春在绿春在绿，，一直蔓延一直蔓延
你视野之外你视野之外
春在飞扬春在飞扬
沉默大地沉默大地
有你喧嚣的脚步有你喧嚣的脚步
人影绰绰人影绰绰
就穿过那一片丛林吧就穿过那一片丛林吧
荒芜人心荒芜人心
有了春天的绿色有了春天的绿色
梦般不安宁的心梦般不安宁的心
将絮叨将絮叨
从那一刻起从那一刻起：：你驻足杳渺回声你驻足杳渺回声
我从风的沉吟里我从风的沉吟里
读到读到，，春彰显的意义春彰显的意义
许多时候许多时候
身映在绿树婆娑中身映在绿树婆娑中
于春天于春天

■陈再华三江之春綦风

油菜花，在阳光的照耀下
开遍山谷，金黄山间
灿烂得眯你的眼

摘一篮草莓
腮边红，颊流汗
智能果棚内的温度
诠释不一样的春天

看，河边柳
千丝万条随风转
瞧，天空中
飞翔着灵性的芷鸢

何必钟情于名胜古迹
何必陶醉于奇峰怪川
拂晓出门
抵暮而还
将满目葱茏收进双目
把蝶飞鸟鸣储存心田
一次惬意的踏青
足可以冲淡
生活中的不悦或疲倦

踏青
■张辉

春分
■程宝云

春天的故事

刚刚阅读到一半

另一半便迫不及待

涌向我的视线

所有的悬念

连同经典的桥段

完美地隐藏在

花红草绿的字里行间

为那渐入佳境的情节

我多了几分期盼

认真读下去吧

追寻最后的答案

看看那结局

是否，如我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