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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党组（扩大）学习会召开
姜天波主持

本报讯（记者 邓大伟）8月6日，区

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姜天波主持召开区

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要论述摘编、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研究部

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要求，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坚持以更高的政治站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要始终坚持用总书

记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时刻保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拼劲

和韧劲，以钉钉子精神全面抓好落实，坚

决抓好问题整改，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要深刻领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实践路径，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精准方

略、坚持加大投入、坚持社会动员、坚持

从严要求、坚持群众主体出发，扎实做好

我区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要提高对机关党的建设

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带头做到“两个维

护”作为首要任务，以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全面加

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

建设、廉政建设，加强改革、强化监督，建

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

范机关。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

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

容，对照做好检视剖析，发扬自我革命精

神，真刀真枪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要聚

焦首要任务，真正把“两个维护”体现在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

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

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要严

格对标对表，下大气力整改机关党建“灯

下黑”问题，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引导党员、干部把干净和担

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要把握特点

规律，用好宝贵经验，处理好共性和个

性、党建和业务、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

建章立制和落地见效、继承和创新等方

面的关系，推动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

展。

会议还学习贯彻了《求是》杂志2019

年第14期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学习贯彻了《政府投资条例》、市

委书记陈敏尔同志在全市脱贫攻坚现场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等。

“退休后，父亲时常翻看雷锋的事

迹材料和先伦的照片，一个人偷偷地掉

眼泪。”8月5日，陈先容陪着父亲陈在福

在院坝门口散步，看着村里巨大的发展

变化，不禁感叹三弟陈先伦若是还在人

世该有多好。

19岁参军入伍，深受雷锋精
神影响

今年79岁高龄的陈在福，出生于横

山镇大坪村的一个贫苦家庭，他的童年

时期，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苦难岁月。

1959年3月，陈在福响应国家号召

参军入伍。入伍后，陈在福被分配到辽

宁省抚顺市7343部队。幸运的是，他与

雷锋在同一个部队相邻营房服役，一起

劳动，一起吃饭。

“在我的记忆里，雷锋特别有奉献

精神。部队规定中午11点半至12点吃

午饭，午饭后休息两小时。当大家开始

午休时，雷锋却一个人去修补道路，将

路面上的坑坑洼洼填平。”陈在福回忆

说，雷锋总是保持着为国家建设奉献的

初心，这种精神也熏陶了他。

“有时候，部队会组织雷锋给战士

们宣讲，大家总是能感同身受。”说起和

雷锋在一起的日子，陈在福放缓了语

速，目光变得深情，仿佛又回到了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有一次，当听到雷锋的苦难家史

时，陈在福不禁湿了眼眶。“我8岁时父

亲患伤寒去世，8天时间传染一家死了4

位亲人，母亲含泪安埋了4位亲人，坚强

地带着我种地养活一家老小，但没有自

己的地，只能从地主家租地种庄稼。交

完地租，剩不了多少余粮。”

遇到收成不好的时候，父母带着陈

在福去挖野菜吃，野菜挖多了就晒干磨

成粉，以防连野菜都挖不到的时候做馍

馍吃。儿童时代的苦难，雷锋精神的激

励，让陈在福暗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

做一个有奉献精神的人。

1960年9月，陈在福被调到辽宁大

连市从事国防建设，并火线入党，时时

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建设防御工

事。“一个星期不下班，一个月没休息。”

陈在福说，由于要赶工期，大家连睡觉

的时间都没有。到了凌晨1点多钟，陈

在福实在困得不行，班长就让他在一旁

眯个十多分钟，眯完了继续作业。

面对紧张沉重的工作压力，陈在福

想起了雷锋一心奉献的形象，又鼓起劲

头加油干。6个月后，陈在福被评为“五

好战士”，授予三等功。

退役后回綦江，教育子女弘
扬雷锋精神

1962年3月，陈在福退役回到綦江

老家，娶妻安家后，育有4个子女。闲暇

时，陈在福经常讲雷锋的事迹教育孩

子，让孩子们追寻着雷锋的脚步，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下转2版）

綦江，是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经

过的地方。这里自古是川黔边界军事交通

要地，有“渝南门户”“黔蜀变，则綦江必先

被兵”的说法。8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一次

短暂的过境，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永恒的红

色记忆。

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重庆市綦江区石

壕镇。“綦江地处大娄山脉，山高林密、关隘

重重，是由黔入渝、由渝入黔的必经之地。”

綦江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平介绍。

“为了保卫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红一

军团先头部队一个团的兵力，在遵义会议

召开前就来到兵家必争之地——綦江羊

角，扼守尧龙山下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

监视川军动向。”陈平说。

1935年1月21日，遵照中革军委20日

发布的《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

大部队从贵州松坎镇出发，当天下午到达

重庆綦江区石壕镇。当晚，一部分红军留

在石壕街上宿营，一部分驻扎在李汉坝一

带。22日，部队开拔，进军赤水。“中央红军

过綦江只有短暂几天，像一次过境式的穿

插，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形成了红

军主力直逼重庆的军事态势，成功牵制了

国民党军队，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

要保卫作用，也确保了中革军委经赤水北

上渡江战略计划的完成。”綦江区委书记袁

勤华说。

“过别的军队，吓得心慌。共产党的兵

好，对人很客气，我们不怕。”94岁的陆远贞

婆婆回忆起红军过石壕的情景，最让她触

动的是红军司务长的故事。

红军司务长是在綦江牺牲的5位红军

烈士中的一位。当年红军过石壕镇，红军

司务长和两名后勤战士，留下来检查清点

归还借用老百姓的物品，并用银元兑换战

士们购买物品时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尾

随的国民党盐防军见红军势单力薄，突然

发动袭击。司务长为了掩护受伤的战士突

围，不幸落入盐防军之手。

綦江博物馆馆长周铃曾深入挖掘过这

段历史。他告诉记者，盐防军当年用“踩杠子”“灌石灰水”

“烧烙铁”等酷刑，企图让司务长交代红军的组织概况、行军

路线、作战部署，以及他的姓名和职务，司务长一句话都不

说。农民赵兴伍见司务长奄奄一息，偷偷送去饭菜，并示意

要喂给他吃。司务长怕连累百姓，坚持不吃。

“他怕连累百姓，不吃老百姓送的饭；为了革命，不向敌

人透露一点信息。他的初心就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最后

胜利。”周铃动情地说，“人们不知道司务长叫什么名字，我想

他的名字就叫‘红军’。”

一首当地老百姓流传的民谣，也生动地诠释着这份初

心：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

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

如今，石壕红军烈士纪念碑矗立在青山松树间，红军当

年住过的禹王庙成为石壕小学校园内的“活教材”。一代代

綦江人，耳濡目染红军故事，正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奋力前

行。 据《经济日报》

重庆日报讯（记者 韩毅）日前，第二届重庆文旅新地标

暨首届重庆最美历史文化古迹颁奖典礼举行，重庆40强文

旅新地标、20强最美历史文化古迹评选结果出炉，瞿塘峡、

金佛山、古剑山、统景温泉、长江黄金系列游轮等上榜。

本次评选活动由市旅游协会、市总商会旅游商会、重庆

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华龙网共同主办，旨在以塑造榜样、彰显

楷模、培育品牌的方式，助推重庆文旅事业的融合发展。

活动自今年 5 月启动以来，共收到文化旅游新地标 84

处、最美历史文化古迹40处、文化旅游先锋人物40人的参评

申请。经过公开、公正、透明的选拔评比，瞿塘峡·三峡之巅

景区、金佛山景区、綦江古剑山景区、统景温泉景区、长江黄

金系列游轮、融汇温泉城、乐和乐都主题公园、金刀峡景区等

40个景区获评“第二届重庆文旅新地标”；龙兴古镇、重庆湖

广会馆、铜梁安居古城、磁器口古镇、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

合川钓鱼城、大足石刻等20个景区获评“首届重庆最美历史

文化古迹”；大足区玉龙镇党委书记贺平、重庆斯威特钢琴有

限公司总经理孙家希等10人获评“文化旅游先锋人物”。

据《重庆日报》

重庆文旅新地标暨最美历史文化古迹揭晓

瞿塘峡、金佛山、古剑山等
40个景区上榜

雷锋战友陈在福：

一辈子，跟着雷锋的脚步走
本报记者 吴长飞 实习生 谭于蓝 通讯员 王路星

本报讯（记者陈正策刘彤）8月6日

至7日，重庆警备区政委刘伟来綦，调研

我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工作。区

委书记袁勤华，区领导施崇刚、何先进

参加调研。

在东溪镇，刘伟实地查看了镇武装

部办公室、战备物资器材库、民兵应急

连阵地建设等，查阅了相关台账资料，

详细了解我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

情况。

座谈会上，刘伟听取了我区人武部

工作情况的汇报。来自基层武装部的

专武干部、民兵连长代表对当前基层建

设面临的矛盾问题作了发言，并提出意

见建议。

袁勤华对警备区长期以来对綦江

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作为

区人武部第一书记，将全面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认真落实市委、市警备区党

委的工作要求，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

落实好党管武装工作制度。

袁勤华表示，我们将坚持问题导

向，不断提升国防教育成效，着力破解

征兵难、动员难等重难点问题，进一步

建强专干民兵，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推动我区武装工作取得

更大实效。我们将以创建市级双拥模

范城为契机，主动为驻綦部队和官兵办

实事、解难题，全面落实中央、市委关于

推进军民融合的决策部署，结合綦江实

际，深入实施好我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奋力开创军民融合发展新局

面。

刘伟对我区人武部各项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他表示，綦江人武部贯彻落

实上级指示精神坚决、有力、有效，綦江

区委、区政府对党管武装、国防动员等

工作重视程度高、抓的力度大，人武部

全面建设势头良好，特别是基层武装部

规范化建设初见成效。

就下一步工作，刘伟强调，要提高

政治站位抓建设。始终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牢记

职责使命，有力有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地

落实。要学习借鉴抓建设。通过互相

学习交流先进经验和做法，拓宽思路、

开阔视野，不断提升基层武装部规范化

建设实效。要创新发展抓建设。主动

作为、积极思考，以创新的举措，研究解

决好基层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新

问题，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水平。要守

牢底线抓建设。坚守安全底线，抓紧抓

实安全教育和管理，压实抓安全保稳定

责任，促进人武部全面建设稳步发展。

刘伟在綦调研时指出

提高政治站位 创新工作举措
扎实推进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

小儿子陈先伦救人离世后，陈在福将学校寄来的慰问信挂在墙上，思念儿子的同时，也为儿子舍己救人的行为感到骄傲。

记者 吴长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