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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面文化节盛大开幕 一面之缘万人同乐
本报记者带你感受小面产业的巨大魅力和潜力

□本报记者 文琰/文图

3月15日下午，在第三届中国·重庆小面文化节的
开幕式上，“万人吃小面”体验活动，成了最欢乐的一幕。

记者看到，现场分列为“美好祝福面、国泰民安面、
邻里和谐面、崇善尚义面、创新奋进面、健康长寿面、青
春成长面”等7个主题方阵，代表不同年龄阶层、不同
行业领域的市民群众。大家围坐一起，共同品尝麻辣
鲜香的重庆小面。

“品类繁多，大开眼界”
得知大渡口区举办重庆小面文化节，家住新山村

街道锁口丘社区的居民黄丽便与邻居结伴相约到现场
参加万人吃小面活动。黄丽说，今天参加了重庆小面
文化节，才知道身边原来有这么多品牌、这么多种类的
小面。

吃着热气腾腾的小面，黄丽不忘拿出手机拍照发
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点赞了这条朋友圈，我也希望让
更多人，特别是外地的朋友了解重庆小面。”黄丽说。

“品尝鲜香，感受美好”
“重庆，让我魂牵梦萦的不是川菜，不是火锅，而是

小面。”从小在四川长大的重庆市旅游学校学生李俊慧
说，她现在在学校读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一碗小面是
她每天必不可少的早餐。

“前几天就关注到这个重庆小面文化节的消息了，
今天特意和同学来这边感受下，“大家坐在一
起，品尝着正宗的重庆小面，感受着青春
成长的美好祝福，这真是令人感
动和难忘的感觉。”端着一
碗热腾腾的小面，李
俊慧开心地说。

本报讯 （记者 黄兰清 文/图） 3月
15日下午，以“重庆小面 面行天下”为主题
的三届中国·重庆小面文化节开幕式在区行政
中心广场举行，出席嘉宾和群众代表在共同品
尝重庆小面美食的同时，还欣赏了精彩的文艺
演出，共享文化盛宴。

首先是由区文化馆、区义渡艺术团的舞蹈
演员们带来的《大美重庆》拉开了本场文艺演
出的帷幕，随后精彩绝伦的杂技《咏春》、魔术
《小面狂想曲》、散打评书《人间百态》相继上
演，一个个包含激情、美感十足的节目，
让在场嘉宾们在家门口观看

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现场掌声热烈、欢呼
声此起彼伏。演员们投入地表演，深情地表
达，让台下观众在品尝麻辣鲜香的重庆小面同
时，并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下难忘
的画面，全场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氛围。

“一边吃小面，一边看演出，不仅满足了味
蕾，也享受了一场鲜活生动的视觉盛宴。”现场
采访中，不少观众纷纷表示，这次
文艺演出形式新颖、效果震
撼，让人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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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永香 文/图

架好灯光设备、调整寻找最佳角度、核对
商品活动信息……在位于建桥工业园C区的
重庆小面电商产业园的一间办公室内，重庆
辣有引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
准备直播带货。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希望朋友们多多
支持！”“今天直播间优惠力度很大，39.9就可
以带走四盒正宗的重庆干溜小面，包邮到
家。”在1个小时的直播里，在线观看人数达
到1500人。

“金牌干溜”是重庆辣有引力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的招牌产品，该公司是一家以互联网
为平台，致力于打造推广重庆传统特色美食
的公司。据介绍，“金牌干溜”的研制经过了

上千名重庆本地人盲测反馈，加上数个月的
深度研发而出品。

如今，金牌干溜不仅成了国内线上重庆
小面预包装领域头部品牌，其产品还远销英
国、阿根廷等地，在当地部分超市和购物网
站均可直接买到。

重庆的小面是与火锅齐名的城市名
片，“老板，来二两小面”则是不少重庆人
新一天生活的“开场白”。近年来，我区小
面产业聚焦电商销售，建成重庆小面电商产
业园、天猫重庆小面官方旗舰店2个电商平
台，线上线下齐发力，亮点鲜明。其中，天猫
重庆小面官方旗舰店已进入运营阶段，辣来
主义、金牌干溜、孟非的小面等多个品牌正陆
续上架销售。

重庆小面电商直播节活动在3月期间举
行，众多小面产业链企业在淘宝、天猫、京东、
抖音等全平台开展直播促销活动，促进重庆
小面销售和品牌宣传。此外，活动还邀请了
重庆市内外20家小面预包装品牌企业参加
重庆小面展销会，并联动抖音直播带货，进一
步带动产品销售，提高重庆小面市场占有率。

金牌干溜电商平台3月销售额截至目前
已达到100多万元、辣来主义达到350余万
元……如今，在大渡口、京东、阿里、快手等联
合打造的重庆小面电商产业园里，“直播电
商+”高频次出现。通过这种销售渠道，极大
地推动了重庆小面走向国内外，为小面产业
注入新活力。在电商平台的助力下，越来越
多的重庆小面品牌经过创新研发，走进异地
的千家万户，让千里之外的无数吃货们，足不
出户也能享用到重庆小面的地道风味。

□本报记者 黄兰清

3月15日，小面产业品牌展暨洽谈会在大
渡口九宫庙步行街举行，容积约25000平方米
的活动场地，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面品牌，
4大主题展区，110家参展企业，把重庆小面全
产业链里从食材原料到小面成品，和盘托出，为
第三届中国重庆小面文化节助力。

在小面产业品牌展暨洽谈会现场一派热闹
非凡，人头攒动的景象。市民朋友们在现场说
小面，看手艺，尝味道，体会着来自天南地北不
同流派不同风格小面里的麻辣鲜香。

吃上一碗小面，买上几袋佐料，驻足几个展
台，活动现场，市民朋友们被琳琅满目的小面产
品所吸引，商家们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介绍产
品、直播带货、趁热煮面，品牌展现场以涵盖小
面原始原料、终端品牌展示、拓展招商对象的全
面多位面方式，为市民朋友们带来了一场小面
的盛宴。

“我们也买了大渡口井谷园干面，然后还买
了些佐料，作为大渡口人，我们肯定要支持我们
大渡口的经济，同时也宣传下我们大渡口的名
片。”家住新山村街道翠园社区的王力告诉记

者，重庆小面我们一家人都爱吃，也祝中国·重
庆小面文化节越办越好！

据了解，本次小面产业品牌展共设立全国
面业品牌、知名电商品牌、小面食材品牌、小面
门店集中展示体验区4个主题展区，汇集重庆
呼啦、秦云摊摊面、板凳面等知名线下小面。

次展会同步举办的还有川渝特色小吃展，
重点展示川渝两地龙头企业产品和特色美食小
吃，该展会将从3月15日持续至3月19日，为
期5天。欢迎广大市民游客朋友前往游玩、逛
展。

□本报记者 师瑶 文/图

小面文化节的第一天，九宫庙步行街人头攒动，
各个展区都被市民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些耳熟能
详的小面品牌展区前，下单买面的队伍排起长龙，能
拐出几个弯来，各个企业品牌的展区前，也总是围满
了驻足询问的人群。面对这样热火朝天的活动现
场，参加小面文化节的品牌和企业负责人也纷纷笑
逐颜开。

白市鸭血面：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这次来参加小面文化节，让更多的美食爱好者

品尝我们的面，感受不同特色的小面文化，是我们的
初衷。”白市鸭血面招商经理陈勇说，这次的小面文
化节意义非凡，不仅能让小面产业更加系统化规模
化，还能将我们的小面文化推向全国，让重庆小面和
火锅一样，成为重庆的美食名片。作为参展企业，白
市鸭血面也希望能借助这次小面文化节，借助重庆
小面的品牌知名度，迎来更好的发展，“尤其是在极
具发展潜力大渡口，我们已经有了增加门店的计划，
不论是大渡口还是重庆小面，我觉得都未来可期。”

竹林牛肉面：确定了今后的方向
这次小面文化节，竹林牛肉面的第四代传承人

张瑜婕不仅参与了2023巴渝工匠杯重庆小面节技
能竞赛，还参加了重庆小面产业创新发展论坛，而竹
林牛肉面也在小面文化节中被授予“重庆小面经营
服务规范门店”的荣誉。

张瑜婕觉得这次小面文化节带给她很多启发，

通过听取各位专家对品牌行业的深度剖析，通过圆
桌会议的形式，对重庆小面产业的赋能，听取了很多
头部行业的分享，确定了自己今后发展方向。张瑜
婕说：“希望通过我们重庆小面行业的共同努力，让
重庆小面在全国发光发热，走向世界。”

山东鲁花：满意展会宣传效果
在九宫庙步行街，山东鲁花集团重庆分公司的

展区也围着众多问询者。这次，鲁花集团带来了食
用油、调味品、六艺活性面条等产品，不仅让市民现
场了解产品，还邀请市民免费试吃用这些产品制作
的葱油面，酱香土豆等美食。

“非常感谢‘第三届中国·重庆小面文化节’的邀
请，让我们在这里搭建起鲁花集团与消费者深入沟
通的桥梁，让更多市民和商家通过品尝体验，了解鲁
花、选择鲁花。”鲁花集团重庆分公司副经理梁家玮
说。

五得利集团：珍惜这次交流契机
对于市民来说，小面文化节现场的各个展区都

有美食诱惑，而对于企业品牌来说，小面重庆小面产
业品牌展暨洽谈会则是带来了潜力巨大的发展前
景。活动中，五得利集团带来了旗下的五得利面粉
和天麦然挂面参展。五得利集团驻重庆办事处销售
经理陈彦国表示：“很荣幸成为‘第三届中国·重庆小
面文化节’的参展嘉宾，这次活动，为我们这些原材
料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和发展契机，
为展示我们的品牌提供舞台，也能进一步推动宣传
我们的产品。”

整合邮政资源优势
助力重庆小面发展

重庆小面文化节的隆重开幕，让
战略协议签约合作方也对本次活动
充满了信心。中国邮政重庆市分公
司副总经理张永表示，结合本次签约
的战略协议内容，重庆邮政将充分发
挥点多面广、直达源头的服务优势和
实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商流“四流
合一”的资源禀赋，全方位积极参与
重庆小面产业发展和大渡口区的经
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具体将采取以
下几方面措施：

持续做好普惠金融服务。重庆
邮政将继续践行金融为民的服务理
念，持续拓宽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
深度，为大渡口各企业单位提供资金
结算、为小微企业提供投、融资服
务。同时，通过搭建多元化、定制化、
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民生
金融服务水平。

打造好“城乡”商贸平台。将持
续推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实
现“双向通道”互联互通。利用直达
源头的优势，借助邮乐网、邮乐小店
等线上平台，拓展重庆小面及其原材
料等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丰富农村城
市双向供给，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需求。

提供综合政务便民服务。通过
深度融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
进警邮、税邮等“互联网+政务”“政
务+邮政”等，持续丰富邮政政务服务
内涵，全面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
利度和获得感。

全面服务小面产业发展。2022
年，重庆邮政在全产业链综合服务、
产品销售、品牌打造、宣传推广等方
面做了较好的尝试。接下来，将根据
小面产业发展特点，从“塑品牌、拓渠
道、强产业、挖特色”等方面，进一步
助力重庆小面产业做优做大做强。

（见习记者 邵丽）

市民品尝邻里和谐面市民品尝邻里和谐面

学生品尝着学生品尝着““青春成长面青春成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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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第三届中
国·重庆小面文化节开
幕式在大渡口区行政中
心广场隆重启幕。一碗
小面里翻腾出的产业热
浪在社会各界传播，街
头巷尾，广场院坝，重庆
小面成了市民热议的话
题。请跟随本报记者的
镜头和文字，我们一起
去感受这场市民喜闻乐
见、颇接地气的文化节
所带来的欢乐和热烈。

电商直播
为小面产业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 （记者 师瑶） 3月15日的开幕仪式上，大渡口区面向
社会发布了“重庆小面·重庆造”品牌IP形象一一“渝面侠”。

“渝面侠”以红色为主调，运用传统文化服饰，融合花椒、辣
椒等重庆小面必备元素，塑造了一个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
生动形象，营造出重庆小面“热辣鲜明、动力十
足”的视觉冲击，预示着重庆小面产业

“破浪前行、蓬勃向上”的发
展态势。

重庆小面有了品牌IP：“渝面侠”来了！

4大主题展区 110家参展企业
九宫庙步行街汇聚“面面俱到”的热闹

小面节气氛火热
品牌商信心满怀 市民争相品尝品牌小面市民争相品尝品牌小面

主播正在为重庆主播正在为重庆
小面直播带货小面直播带货

重庆小面雕塑重庆小面雕塑 郑宇郑宇 摄摄

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