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5日—18日，第十四届马街书会全国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将在河南

省举行。由区文化旅游委和市曲协选送，区文化馆创作、表演的四川评书

《人民在上》成功入选，成为全市唯一入选节目参与展演。 记者 黄辰辰

日前，区林业局在营盘山广场开展林业政策宣讲活动，向现场群众宣

传讲解退耕还林政策及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知识。据统计，现场共发放

退耕还林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900余份。 通讯员 谭畅

近日，横山镇向全体机关干部及村（社区）干部家属发放《家庭助廉倡

议书》，要求全体干部及家属认真学习倡议书内容，切实把好家门、守住清

廉。 通讯员 张颜镜

春节来临之际，三角镇用心用情做好走访慰问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去

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共计走访慰问贫困、低保、五保等群体2312户，发

放慰问金30余万元。 通讯员 王姗

近日，文龙街道通惠卫生院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部正式营业，市民可

在网上预约接种时间，并找专家咨询等。为更加方便市民预约接种，春节

后，该卫生院将把现在的每月7日、17日、27日开放接种时间调整为每周五

上午半天开放。 实习生 肖小玉

在春节来临之际，石壕镇中心卫生院深入该镇万隆村开展“春节送温

暖”慰问活动，为两户贫困家庭送上米、油、棉被等。

见习记者 李亚雯 通讯员 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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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耕复绿，守护一方农田
本报记者 吴长飞

从 2013 年到丁山学校，今年已

是陈锡春在这里工作的第五个年头

了。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体育教育

专业的陈锡春，从小学五年级起就

开始了体育训练，他说：“体育运动

对我而言是深入骨血一样的存在，

不可磨灭。”在从事体育教学工作

中，陈锡春也正是以这样的和决心

和态度对待。

“一二一，一二一，后面的跟上，

保持住队形。”每日，陈锡春都要对

学校田径队的学生们进行训练。每

天下午 4：55 放学铃一响，田径队队

员们就走出教室，然后用五分钟的

时间迅速换好自己的装备，5：00 在

操场准时点名训练。

“跑步、蛙跳、体能训练，这些都

是我们每天的可口‘佳肴’。”田径队

的学生说，校园里有一段长阶梯，那

是陈老师为他们寻觅的绝佳蛙跳地

点，“陈老师很注重磨炼我们的意志

力，他常说‘只有思想和心态跟上

了，体能素质才不会掉队’。”

现在，丁山学校的田径运动项

目已经完成了梯队性建设，从中还

涌现出了一些成绩优异的田径队

员。“去年丁山学校参加区里的中小

学田径运动会，分别获得了团体一、

二等奖的成绩，张元霜同学连续三

年打破800米和1500米的纪录。”说

起学生们获得的好成绩，陈锡春脸

上满是自豪。

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的文化学科

知识，让他们以后有更好的发展，陈

锡春科学调整田径队的训练时间，

取消晨训调整为下午训练，在保证

学生们体能不下降的同时有足够的

精力学习。

辛勤耕耘迎来收获，学生们的

田径成绩逐渐上升。自 2015 年以

来，丁山学校陆续向城区高中输送

了田径健儿共计30余人。

“我期望孩子们走出丁山学校

之后能有一个好的未来以及可期的

前途。”田径队屡屡创造佳绩让陈锡

春充满了信心，今年他又着手抓起

了学校的篮球运动。“虽然说咱们学

校的学生个子不一定比城区学校的

孩子高，但是他们对于篮球运动的

热爱程度并不比他们低。”陈锡春

说，篮球队也将建设成梯队化模式。

“体育运动强身健体，同时还有

机会凭此考上一个好高中，这让丁

山学校的孩子们心动不已。在陈老

师的带动作用下，学生们运动的热

情大大提高了，这也促进了学校的

体育强校建设。”丁山学校负责人表

示。

丁山学校教师陈锡春

体育运动开启农村娃逐梦之旅
本报实习生 肖小玉

1月31日，扶欢镇青岩村2组的

一处田地上，不久前种下的青菜从

泥土中探出头来，萌生出一片春意。

而一个月前，这片 50 来亩经流

转的田地，“居住”着一个名为康之

美家庭农场的农家乐，里面有一口

鱼塘、一片经果林、八个“蒙古包”。

每到傍晚，游客们就来这里烧烤、喝

酒、聚餐，嬉笑声和喧闹声打破了乡

村的静谧。

为何短短一个月，康之美家庭

农场又变回了青菜地？

原来，去年12月3日，扶欢镇对

辖区内“大棚房”问题进行清理登

记，发现青岩村的康之美家庭农场

属于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第二天，

扶欢镇人大主席欧晓刚带领村干部

来到该农场，告知业主黄辉春，农场

占地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须进行

拆除并复耕复绿。

“什么？我的农场才经营一年

多时间，怎能说拆就拆？”对于拆除

整改要求，黄辉春一时不能理解。

“不理解也是人之常情。”欧晓

刚回忆说，做群众工作得换位思考，

如果换作是他，也确实不忍心。

2017年3月，在四川一家企业务

工的黄辉春，在外漂泊后想回到家

乡发展。当月，他在青岩村转悠时，

看见一口鱼塘水质清澈，又发现鱼

塘上行十余米的一处田地视野极

好，可以俯瞰扶欢镇。

于是，黄辉春投资 100 余万元，

一口气将水面面积20亩的鱼塘和50

亩田地全部流转过来。鱼塘养鱼、

坡地种蔬果、坡上建“蒙古包”搞餐

饮，集钓鱼、烧烤、采摘蔬果、看风景

于一体的康之美家庭农场就此诞生

了。

“农场比较有特色，生意确实不

错。”黄辉春坦言，但由于投资较大，

目前还没开始盈利。他正计划着在

廊道种蔷薇、引进黑布李，让农场更

具吸引力。

然而，这一美好愿景随着拆除

整改的通知戛然而止。

“辉春，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也

知道你返乡创业不容易。可你得明

白非法占用基本农田是错误的，法

律红线不可触碰。”面对一脸惆怅的

黄辉春，欧晓刚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耐心向他讲解我区“大棚房”问

题专项清理整治的相关情况。

“我不干，农场是我的心血，不

能就这么白费了。”黄辉春说完，头

也不回就走了。

劝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经反

复剖析，欧晓刚意识到，黄辉春的心

结在于苦心经营的产业不能说没就

没了。“要想解心结，还得从产业下

手。”

于是，欧晓刚一方面发动黄辉

春的亲戚朋友，从法律层面劝导黄

辉春，一方面和村干部想办法，服务

好黄辉春后续的产业发展。

“辉春，鱼塘不属于占用基本农

田，你可以继续发展钓鱼。你计划

种植900株黑布李也可以继续种，后

面还有啥需要，只要在政策范围允

许之内的，我们一定为你服务好。”

欧晓刚坚定地说。

在欧晓刚和村干部的多次耐心

劝导下，欧晓刚渐渐意识到自己非

法占用基本农田的做法不对。

2018年12月15日，康之美家庭

农场的八个“蒙古包”全部按要求拆

除完毕。如今，被占用的田地重新

披上了绿装，黄辉春的鱼塘正在进

一步完善，900余株黑布李也依次种

下……

1月30日，綦江东站

站台，67岁的陈洪坤和老

伴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拿着大包小包进站

候车。陈洪坤家住三角

镇乐兴村，这一天，老两

口要乘坐G8656次列车，

前往成都和儿子一起过

年。陈洪坤的儿子在成

都安家多年，为了能让儿

子吃上家乡的味道，陈洪

坤和老伴手上提的、背上

背的全是给儿子准备的

土货，有鸡蛋、土鸡、腊肉

等。

记者 陈星宇 摄

带
给
儿
子
的
家
乡
味

本报讯（记者 张学成）1月31

日，由区委宣传部、区文联主办的

我区文艺界 2019 年迎春文艺汇演

在区文联举行。120多名老中青文

艺工作者欢聚一堂，同台献艺，尽

显我区文艺界百花迎春新风采。

演出现场，情景剧《山村喜事

多》、歌曲《欢迎你到横山来》《綦江

是个好地方》等节目展现了我区文

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彰显了我区建

设文化高地的文化自信。

据悉，过去一年，我区文艺工

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

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坚

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讲好綦江故

事，传播綦江好声音，创作出了《火

车道旁的小屋》《东溪古镇天下扬》

等具有綦江特色的文艺精品，收到

了良好社会效果。

“新的一年，我们将一如既往

地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多创作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提振人们精气神的

文艺作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

文艺工作者，为綦江文化事业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区文艺工作者

纷纷表示。

老中青文艺工作者
同台献艺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张静）军爱民，

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2 月 1

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携手区文联

来到武警綦江中队，开展“文艺进

军营·双拥暖人心”慰问活动，提前

给武警官兵拜年。

活动现场，书法家挥毫泼墨，

给官兵们送上了一副副催人奋进

的春联。紧接着，歌曲演唱、舞蹈

表演、古筝弹奏等一系列精彩节目

轮番上演。社会各界文艺爱好者

用他们的激情点燃舞台，赢得了广

大官兵阵阵喝彩。活动还为武警

官兵送去了图书。

官兵们纷纷表示，这次活动不

仅丰富了他们在军营的文化生活，

还让他们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艺

术的魅力。

慰问演出进军营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2 月 2

日，区商务委员会正式挂牌。

根据《重庆市綦江区机构改革

方案》，将区商务局更名为区商务

委员会。将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的物流管理职责划入区商务委

员会，加挂区物流办公室牌子。

副区长刘芳敏出席挂牌仪式。

区商务委员会正式挂牌

近日，安稳镇九盘村村民彭永梅正查看“乡村振兴 我是主人”宣传信息

栏。据了解，去年11月以来，安稳镇将政策法规、乡风文明建设和季节农事

等知识统一制作宣传栏，安装在每户村民房屋外指定位置，既避免了乱张

贴，又提高了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自觉性。 记者 吴荣凯 摄

拆除前的“蒙古包” 扶欢镇供图 拆除后农田复绿 记者 吴长飞 摄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尚未核

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工作的通知》（文物保函〔2017〕75

号）及重庆市相关文件精神，綦江区文物

审查委员会对文龙街道文龙社区城镇拓

展项目征地红线范围内赵家坪石室墓等

2处登记在册的尚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进行全面核查。经区文物审查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评审合议，同意对赵家坪石室

墓等2处文物尚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进

行销号处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现予

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19年2月1日至2

月16日。

公示期间各单位及个人如有异议，

请与綦江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联系

（ 联 系 人 ：黄 林 黎 ，联 系 电 话 ：

13640594643）。

重庆市綦江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9年2月3日

重庆市綦江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对赵家坪石室墓等2处尚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进行销号处理的公示

序号

1

2

名称

赵家坪
石室墓

赵家坪
赵氏墓地

地址

綦江区文龙街道
文龙社区5组

綦江区文龙街道
文龙社区5组

保护级别

未定级

未定级

专家意见

同意予以销号

同意予以销号

区文旅委意见

同意予以销号

同意予以销号

重庆市綦江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拟销号尚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姓名：李祖槿，性别：男，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证件编号R500300188，申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