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圣龙 杜

浩 刘茗畅）7月16日，巴南区人

大常委会机关组织30余名党员干

部到安稳镇羊角村，开展“重走长

征路 启航新征程”党史学习教

育。

当天，在王良同志纪念馆，大

家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观看

了《王良记忆》纪录片，了解了王

良将军光辉的一生和綦江重大党

史事件。在枫香树下，大家身穿

红军服，聆听了当年中央主力红

军过綦江、邓华将军在羊角等红

色故事，重温革命岁月。在大垭

口，讲解员为同志们讲解了《红军

反穿草鞋战敌人》《杜福生的故

事》等。在崇河村红军亭、红军广

场，大家现场朗诵诗歌《长征》，学

习长征精神，分享心得体会，切身

感悟红军不畏艰难险阻勇向前的

革命精神。

“我将好好珍惜党员这个身

份，珍惜党员荣誉，牢记初心使命，

在岗位上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用

实际行动继续学习王良将军等革

命先辈的精神，向他们致敬。”巴南

区人大机关议案建议办理科科长

陶龙龙说。

巴南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来綦重走长征路

学习长征精神 坚守初心使命

本报讯（实习记者

张梦寒 通讯员 张玮）

7月16日，古南街道花坝

村党总支部联合清华大

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的实

践队员，开展了“不忘初

心学党史，红军精神永流

传”主题党日活动。大家

走进王良同志纪念馆、王

良故居等，缅怀革命先

辈，传承红色精神。

在王良同志纪念馆，

大家认真聆听了王良将

军的英雄事迹、革命故

事，以及底蕴深厚的綦江

红色革命历史。一段段

革命历史、一个个红色故

事让大家深受启发，大家

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革

命先辈的精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以实际行

动继承先烈遗志。

参观结束后，大家还

前往全国乡村振兴示范

村——中华村开展交流

学习，详细了解了乡村产

业发展、乡村旅游、乡村

治理等方面的经验措施，

并就乡村发展的产业调

整、业主引进、后期服务

等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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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蓉 尹

向宁 实习生 潘洪瑜）7 月

16日，古南街道农场社区居民

翁光武与往常一样，吃过早饭

后就拿起笔创作手绘长卷。

见到记者后，翁光武热情

地招呼，拉着记者从卷首开始

介绍作品。今年 5 月至今，翁

光武创作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和“綦江是个好地方 青山

绿水好风光”两幅长卷已达 9

米之长。其中，“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主要用图文的方式记

录从建党到建国 28 年间的大

事件；“綦江是个好地方 青山

绿水好风光”以前后对比的方

式，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綦江经

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今年是我们党成立 100

周年，社区广泛组织党史宣

讲，新闻上也报道各地学党史

的情况，作为一名退休教师，

我 觉 得 自 己 也 可 以 干 点 什

么。”翁光武说，虽然今年已84

岁，但他依然记得中国共产的

光辉历程，也深刻感受到在党

的领导下，人民的生活越来越

美好。

翁光武告诉记者，以前全

区只有綦江中学一所学校设有

高中，而今我区不仅有多所高

中学校，更有大学，这让教育更

加有保障；以前从綦江到三江

走老路要 1 个多小时，现在道

路四通八达，綦江到三江只需

要 20 多分钟……人民的幸福

生活体现在点点滴滴变化中，

也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真切的

为民情怀。

“我们应该铭记党史、学习

党史，从中汲取坚韧不拔、众志

成城的精神力量。”翁光武坦

言，自己将把长卷留给子孙，教

育他们要时刻感党恩，永远跟

党走。

翁光武的手绘长卷。记者 成蓉 摄

耄耋老人手绘长卷话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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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琦 赵跃）7月16日，我区2021年夏秋

季征兵体检工作在区人民医院持续展开。全区1000余名怀

揣着青春梦与强军梦的有志青年，坚定地走进征兵体检站接

受祖国的挑选。

据了解，本次体检主要从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

腔科、辅助检查、职业基本适应性与心理测试等7个大项60余

小项，对应征青年进行封闭式体检。

“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自我小时候起，他就对我带来了

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应征入伍的大学毕业生王远盛说，“我也

很向往军旅生涯，希望在军营里锻炼自我。”

据悉，目前，我区夏秋季新兵应征报名累计达1901人，其中

大学生应征报名1358人，大学毕业生应征报名534人。

“最终预计1200人上站参加体检。”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新兵集中在7月12日至19日完成体检。

当天，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崇刚，区委常委、区人武部

大校政委何先进，区人武部大校部长郭继勇到区人民医院对

征兵体检工作进行了检查，要求确保本次体检工作顺利完成。

我区有序开展夏秋季征兵体检工作

体检现场。记者 刘琦 摄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7月16

日，以“奈李营销宣传月现场推广”

为主题的2021年重庆·綦江奈李采

摘节在隆盛镇振兴村启幕。

綦江奈李皮薄肉厚、核小汁

甜，富含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蛋

白质、氨基酸以及钙、铁等多种元

素。此次奈李采摘节活动由綦江

奈李水果销售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主办，旨在做大做强“綦江奈李”品

牌，进一步扩展销路。

现场的重头戏当属“奈李王”

评选大赛，一个个色泽饱满、鹅蛋

大小的奈李裹着果霜十分诱人。5

位专家评审根据果子外形和内质，

分大小、光泽、肉质、香味等10个维

度标准对每家的奈李进行综合评

选。最终，邦荣果园以横、纵径超

66毫米，甜度达16%的大青奈拔得

头筹。

据悉，我区共计种植奈李 2 万

亩，带动全区万余户农民增收。这

些奈李主要销往重庆、成都、贵阳

等地。

2万亩奈李迎采摘助增收
今年“奈李王”花落邦荣果园

游客入园采摘奈李。记者 赵竹萱 摄

本报讯（记者 廖静）为积极

传播围术期快速康复医学的理念，

落实围术期快速康复策略，切实提

高手术患者术后康复质量和速度，7

月18日，重庆市医学会围术期快速

康复医学分会第一次学术年会在

区人民医院学术报告厅召开，副区

长雷瑞宏出席活动。

据了解，本次年会由重庆市

医学会主办，重庆市医学会围术

期快速康复医学分会、重庆市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綦江区人

民医院承办。来自中国医学科学

院北京协和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等 10

余家医院的近 30 名相关专家分别

作了题为《围术期快速康复之探

索》《ERAS 的基础与临床》《关节

外科加速康复：术、法、道》等精彩

学术讲座，吸引了全市麻醉、外

科、护理等领域 500 余名专业从业

人员到场聆听。

“围术期是围绕手术的一个全

过程，从病人决定接受手术治疗开

始，到手术治疗直至基本康复，包

含手术前、手术中及手术后的一段

时间。而围术期快速康复（ERAS）

是一种包含多学科协作的全新理

念和措施，麻醉科在其中扮演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区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王江表示，该院将积极倡导围

术期快速康复理念，以优质高效务

实的医疗服务，安全先进的麻醉技

术，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为渝南

黔北广大手术患者的围术期安全

和快速康复保驾护航。

围术期医学：保障安全助康复

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上接 1 版）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跨

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

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

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

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

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

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

丰厚滋养。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蕴

含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

精神密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

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全

党同志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汲

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

进方向的丰富源泉，是鼓舞和激励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

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强

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

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

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

时期。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

临着严峻挑战，必须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一鼓作气、继续奋斗，必须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

神血脉，决不能丢掉革命加拼命的

精神，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决

不能丢掉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全党同志

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

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

神状态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努

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时代的业绩，不断书写中国共产

党人新的精神史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

响。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

始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党的奋

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

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

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我们就一定能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的

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据7月19日《人民日报》

城市治堵记
（上接1版）“自从生态停车场投

用后，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基本没有

了，路也不堵了。”李婆婆在新虹桥附

近经营坝坝茶，她亲眼看着交通秩序

一点点变好。

生态停车场的投用，不仅沿线商

家心里高兴，社区居民也乐开了花。

居民赵世新说，“以前没有停车的地

方，车辆都停在公路上，经常堵车，现

在有了生态停车场，又整洁又漂亮，

出行也方便得多。”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私家车保有量不断增长，社区停

车难问题开始显现，成了当下一大民

生痛点和难点。菜坝社区属于老旧

小区，停车配套严重不足，空间有限，

停车难问题尤其突出。

破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题，还得从

资源的充分利用上下功夫。“对于建

设时间较早、内部改造空间有限的老

旧小区，我们通过充分挖掘停车资

源，利用小区周边闲置地块改建、扩

建、新建临时停车位，缓解老城区停

车难问题。”区城市管理局发展规划

科科长张元娣说。

以菜坝社区为例，我区通过利用

景观树下空地，规划建设150余个生

态停车位，解决该区域的停车难问

题。居民有了停车的地方，再也不在

道路两旁乱停乱放，道路拥堵问题自

然而然得到解决。

今年以来，我区对城区停车难

问题进行整体摸排，采取疏堵结合

的方式，缓解老城区停车难问题。

目前，已在古南街道、文龙街道老

城区范围内摸排 35 个点位，其中 13

处待报区政府审定后即可组织建

设，预计可新增停车位700余个。

同时，我区还将启动智慧停车建

设和管理工作，通过引进第三方公

司，为我区建设智慧停车场及管理设

备，错时共享小区私家车位，提供车

位预约、停车导航、自主缴费便捷服

务，进一步缓解停车难问题。

文明是城市形象的名片，营造文

明、规范、有序的环境是每个市民的心

愿。近年来，我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为契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积极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通过

硬件基础大改善、环境秩序大提升、文

明创建大拓展等行动，解决群众反映

的城市“脏乱差”、基础设施功能不完

善等问题，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实现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以一切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解决群众在创建过程中反映的

‘急难愁盼’问题，通过补齐硬件设

施，加强城市管理，加大环境整治，提

升文明素质，建立长效机制等措施，

切实增强市民在文明创建中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王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