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由中国旅游协会主办的2019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在四川省乐山峨

眉山市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我区饭遭殃调料系列产品斩获大赛铜奖。

据了解，綦江已连续两年在该项大赛上摘得奖项，2018年版画风包包系列荣

获银奖。

通讯员 肖健忠

根据市社保局《关于做好2019年上半年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生

活补贴代发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区人力社保局对我区相关人员进行核

对，完善发放信息，及时发放了2019年上半年国有企业职教幼教机构退休教

师生活补贴，为61人共发放37.95万元。

通讯员 罗舜钰

近日，重庆高速公路执法三支六大队到永城小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

校园活动。执法队员以播放宣传教育片、讲解生动案例、派发交通安全宣传

单等形式，分别从行人上高速的危害性、安全带就是生命带、搭乘“黑车”的

危险性等方面普及了交通安全知识。

记者 贾海涛 通讯员 卢梦

日前，东溪镇“丹溪梦想沙龙”活动走进木波罗培育基地，了解木波罗培

育种植知识。接下来，该活动还将围绕本土农业产业、传统文化、旅游发展

等板块，为东溪发展蓄力。

通讯员 张雨荷

近日，古南街道卫生院开展预防出生缺陷宣传教育活动，向居民讲解预

防出生缺陷相关知识，鼓励引导婚育人群自觉参加婚前医学检查，主动接受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孕期保健。

记者 黄辰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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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芬在挑选鸡蛋背到场镇上卖

綦江国家地质公园
主题研学教材通过评审

本报讯（记者 张学成）9 月 7

日，《重庆綦江国家地质公园研学实

践活动课程》教材评审会在我区举

行。与会专家对教材的科学性、整

合性、科普性、趣味性给予了充分肯

定。

据介绍，2018 年 10 月，重庆綦

江国家地质公园围绕恐龙足迹化

石、莲花保寨、丹霞地貌等景区资

源，委托重庆探程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开发了三个主题的初中版研

学教材，并于今年上半年邀请相关

专家进行了初审。专家组初审后认

为，教材专业度较高、落地性较强、

与景区特色切合，具备对外使用的

价值。

为充分保障教材内容的精准

性、教材与教学的结合度，尽快发挥

出教材的教育与科普功能，綦江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探程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再次联合邀请国

内教育、旅游、地理、地质等领域专

家进行研学教材专项评审。此次评

审专家通过实地考察，教材研读，对

《重庆綦江国家地质公园研学实践

活动课程》给予了充分肯定，研学教

材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

区领导刘芳敏出席评审会。

本报讯（通讯员 罗喜林 李

燚）9月9日，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

限公司团委联合綦江区“爱打通”

志愿者协会，在石壕煤矿开展“让

爱无处不在”99公益日宣传活动，

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公益捐款。

上午，青年志愿者们齐聚石壕

煤矿休闲文化广场，兵分五路，深

入办公楼、综合大楼、菜市场、休闲

文化广场等地开展宣传活动。

“您知道吗？今天是 99 公益

日，即使只捐一元钱，也可以帮到

需要帮助的人……”青年志愿者们

拿着宣传单，向员工家属群众讲解

99公益日的意义，并手把手教他们

公益捐款的方法，对于参与爱心捐

款的群众还现场发放了一份纪念

品。

“听了这些青年志愿者的介

绍，让我知道了99公益日是怎么回

事，我虽然收入不高，也十分愿意

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在宣传现

场，员工胡师傅第一个拿出手机献

爱心捐款10元钱。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刘

彤）9月7日，我区“99公益日”活动

启动仪式在营盘山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举行了精彩的文艺

演出，数十家爱心企业为困难学生

进行了捐款。市民在志愿者的引

导下，现场通过扫码的形式进行了

爱心捐助。

今年，我区在“99公益日”活动

期间，推出“解救枷锁，让爱回家”、

“助莘莘学子逐梦启航”、“扶贫济

困，善行綦江”三个公益项目进行

网络募捐。其中，“解救枷锁，让爱

回家”项目是为我区特殊困难家

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救助

筹集善款；“助莘莘学子逐梦启航”

项目旨在帮助我区需要救助的处

于困境的学生；“扶贫济困，善行綦

江”项目是帮助因病、因灾造成困

难的家庭和残疾人、留守老人。

据悉，营盘山广场是今年我区

“99公益日”活动的主会场，除此之

外，我区还在打通、永新、东溪等地

设有5个分会场，分别举行“助力脱

贫攻坚”相关活动。营盘山广场主

会场主要聚焦“助莘莘学子逐梦启

航”，为困难学生提供帮助。

“99 公益日”活动是腾讯公益

联合数百家公益组织、知名企业、

明星名人、爱心媒体等各方力量共

同发起的一年一度全民公益行动，

时间为每年 9 月 7 日至 9 日。从

2017年开始，我区通过“99公益日”

活动共筹款346.73万元，惠及全区

境内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困

境儿童和贫困环卫工人等 1619 人

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大林

出席启动仪式。

又讯（通讯员 靳治洪）“解救

枷锁，让爱回家！”为帮助特殊困难

家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摆脱困境，

9月9日，东溪镇在万寿广场启动了

“99公益日”网络募捐活动。

为确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该

镇发动机关干部、各村居干部、企

事业单位负责人和精神病患者家

属等共计 1000 余人参加现场开幕

式活动，并组建了“东溪镇爱心团

队”，分成15个配捐小组积极开展

募捐活动。

上午 9 时许，在主持人的倒计

声中，15 个配捐小组共同发动，短

短半个小时时间，东溪镇爱心团队

筹款和配捐资金达 114694.99 元，

参与捐款1500余人次。

解救枷锁 让爱回家
东溪镇爱心团队半小时筹款配

捐资金超10万元

爱心捐款进矿区

我区三大公益项目公开网络募捐我区三大公益项目公开网络募捐

9999公益日 一块做好事公益日 一块做好事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黎梨）

日前，我区举行2018～2019学年度

民办教育先进单位、先进教育工作

者和先进个人庆祝活动，对重庆壹

心壹綦江教育培训机构等 10 个先

进单位、罗晓通等11名先进教育工

作者和霍雨淋等 30 名先进个人进

行表扬。

“作为一名民办幼儿园的教师，

应该用热心、爱心、精心、耐心关注

每一个孩子，一起陪伴孩子们健康

快乐地成长。”荣获 2018～2019 学

年度民办教育先进个人的千山大地

幼儿园教师庹雪玲说。

据悉，经过多年发展壮大，民办

教育已成为支撑我区教育事业发展

的一支重要力量。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全区已有民办幼儿园71所，培

训机构31个，民办学校4个。

做有温度的民办教育
10家民办教育单位和41名民办

教育先进个人受表扬

营盘山广场，爱心企业参与捐款 记者 陈正策 摄

营盘山广场，市民在志愿者的引导下现场扫码献爱心 记者 陈正策 摄

志愿者进矿区指导开展99公益日活动 通讯员 罗喜林 李燚 摄

本报讯（记者 谢天骄）9 月 9

日，綦江中学举行教师节庆祝活动，

对该校获得十佳班主任、十佳教职

工、十佳中年教师、师德模范、课改

先锋等荣誉称号的 90 余名教职工

进行表扬。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朱川出席活动。

朱川向受表扬的同志表示热烈

的祝贺，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他说，百年

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近年来，我区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

持教育优先，深化教育改革，扎实推

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教育布

局日益完善。这些成绩背后，凝聚

着包括綦江中学在内的全区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

朱川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既是全区上下、各族各界的共同

愿望，更是人民教师的神圣使命和

重大责任。希望全区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

爱之心”的要求，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勤奋敬业、扎实工作。要做表率

之师，成为塑造学生的“大先生”；做

博学之师，成为遨游学海的“领航

员”；做敬业之师，成为心怀感恩的

“传道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

设幸福美好新綦江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綦江中学开展教师节庆祝活动
朱川出席

第35个教师节 给王良教导员的一封公开信
（上接 1 版）1927 年 11 月下旬，

为培养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武装干

部，毛泽东在龙江书院创办了第一

期军官教导队。您21岁考入黄埔五

期，又参加过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

东进军井冈山，参与创建井冈山根

据地，理论和实践都很丰富，是当老

师的最佳人选之一。

在您教学的地方，我们看到了

一本教导队学员蔡德华记录授课内

容的笔记。这本笔记后来他用油纸

封好，装入竹筒，藏在自家的屋檐

下，以防丢失。直到1979年11月，他

的儿子拆除老房盖新房时，发现了

这本笔记，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

在您教学旁边的井冈山会师纪念

馆。学员对你们的教学是多么的珍

视呀，我们坚信您一定是一名非常

严格的好老师！

虽然你们教导队只办了两个多

月，当时上课的条件非常简陋，连一

张像样的课桌也没有，学员席地而

坐，也没有像现在有统一的“校服”，

生活也特别艰苦，却为井冈山根据

地培养出了 150 余名优秀人才。举

个例子吧，学员刘仁堪参训回去后，

开辟了数乡的红色区域，后因叛徒

告密落入敌手，牺牲前被敌人割去

舌头，他用脚趾蘸着鲜血在地面上

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六个字，这

是怎样的一种坚定信仰、不怕牺牲

的大无畏精神，这一定有您的影响！

您肯定也想不到，您所在的教

导队成为我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

学的“根”，龙江书院被誉为“我军军

政院校的摇篮”。现在还是中国井

冈山干部学院等现场教学点，每年

来现场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都

想听你们的故事，以此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我们今天坐在您教学的地方，

窗明几净。讲解员谈起您时，十分

沉重的说，王良将军1932年3月不幸

在福建武平县壮烈牺牲，年仅 27

岁。此刻，我们多么想时光倒回，去

帮您拔掉打您冷枪的土围子；或者

成为您“怒气冲霄汉的天兵”，随您

一起“前头捉了张辉瓒”。

历史不可能重演！我们只有发

扬好您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积极贡献力量，决不能让您流血

又流泪！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覃宁波

2019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