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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夏元
汤艳娟 栗园园）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市委宣讲团分别走进重庆三
峡学院、重庆理工大学、市经信委、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等地，用接地气的语言对十九大的重要
成果和十九大报告主要内容进行解读。
当地党员干部群众聚精会神听宣讲，认
认真真做笔记。大家纷纷表示，报告会
全面系统透彻地阐述了理论、讲出了要
点，令人振奋，要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实到各个岗位
上、体现到具体行动中。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周波来到位于长江之滨的重庆三
峡学院，向全校科级以上干部和部分党
员师生作宣讲报告，数百人的报告厅座
无虚席。

报告会上，周波从十九大的主题和
主要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过去5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
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等8个方
面进行了宣讲。他紧扣十九大报告原

文，结合重庆的实际进行阐释，赢得大家
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次很有深度很接地气的宣
讲。”重庆三峡学院党委书记李廷勇表
示，透彻深入的宣讲、鲜活生动的解读，
让人深受震撼、深受教育、深受鼓舞。
这场宣讲会既是一次高质量的专题辅
导会，也是对学校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再动员再部署。全体党员
干部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
拿出求实的行动，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
面落实在校园里，以推动学校又快又好
发展。

市委宣讲团成员、重庆社科院党组
书记、院长陈全到重庆理工大学作宣讲
报告。

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会上，陈全对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
求、新任务作了全面深刻阐述。在谈到
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军民融合等内容
时，陈全特别提到，重庆理工大学是一所
历史悠久的高校，在新时代到来之际，更
应该发挥专业优势，为国家培养更多的
技术人才。

重庆理工大学知识产权专业学生刘
勇表示，国家为青年人施展才华提供了
很好的舞台，作为青年大学生，很庆幸成
长在这个时代，今后要奋发图强，不断创
新，以工业技术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
赵强到市经信委宣讲。赵强紧扣十九大
报告原文，围绕十九大主题和主要成果
等内容，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深入
解读。

市经信委表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落实新发展理念，要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更大力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
合重庆工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牢牢把
握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
方向；运用智能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
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

市委宣讲团成员、重庆交通大学党
委书记李天安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作宣
讲。李天安紧扣十九大报告原文，理论
联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详实
的数据，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新

论断、新要求、新任务作了全面深刻阐
述。

石柱县委表示，将采取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基层
面对面宣讲，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讲清楚、
讲明白，让干部群众听得懂、能领会、落
实好，推动全县各项事业不断向纵深发
展。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政法委常务
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袁勤华到秀山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作宣讲。袁勤华结合自
己的学习心得，从十九大的主题和主要
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等多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行了全面阐述。

秀山县委表示，全县要把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各宣讲
分队务必要按照中央、市委部署安排，
开展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进农
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宣
讲活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确保党
的十九大精神家喻户晓、入脑入心、落
地落实。

市委宣讲团进高校进部门进区县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把十九大精神落实到岗位上体现到行动中

本报讯 （记者 罗芸）“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11月28日下午，沙坪坝区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六进”文艺
宣传活动中，除了热闹的文艺表演，现
场书写的好家风好家训作品也受到居
民的热捧。

“不忘初心跟党走，幸福生活一直
有……”文艺宣传活动一开始，覃家岗
街道“8090后”十九大精神宣讲队一
段活泼的快板，把在社区运动场活动
的上百名居民吸引过来。

在运动场旁，邓雍君等本地书法
家也摆起桌子，为居民送书法作品。

“以爱兴家、以德治家、以俭持家”“常
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传
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
勤”……这些好的家风家训成为几位
书法家书写的“热门”内容。为了让家
里挂上一幅这样的字，不少居民排起
队，在寒风中耐心等待。

“这几年，大家的精神面貌真是焕
然一新。”邓雍君说，“以前要求写‘财
源广进’的居多，现在大家更喜欢‘修
德立身’‘勤善和美’等好家风好家训
方面的内容。”

据了解，这已是沙坪坝区为宣传
党的十九大精神作的第二轮巡演。该
区每支“六进”文艺宣传队伍都由区文
化馆、区文联的优秀文艺骨干组成，并
新增辖区内中小学校、驻区单位及26
个街镇的文艺骨干，将十九大精神融
入快板、歌舞、相声之中，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通过多种方式领悟到十九大
报告的精髓。

从“财源广进”到“勤善和美”
沙坪坝区“六进”活动聚焦好家风好家训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1
月28日，重庆警备区开展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辅导，重庆警备区官兵职工，市、
区县国动委办公室领导，全市乡
镇、街道专武部长2100余人，在
现场或通过视频电视系统聆听
了宣讲辅导。

重庆警备区司令员韩志凯
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原文，紧贴
重庆地方实际，紧密围绕习近平
强军思想这一主线，从“坚持党对

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推进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
局”的国家战略、“完善国防动员
体系”的建设目标、“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基本方略、“深化兵
役制度改革”的政策调整、“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系
统工程、“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
优良传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
国防”的伟大号召等8个方面，
运用详实的数据与事例，作了全
面系统、生动深刻的解读。

重庆警备区开展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辅导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十九大报
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用大白话讲就
是要把乡村整漂亮、整巴适，让你们的钱包
都鼓起来！”11月28日，重庆市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农村”宣讲分队队长、市
农委主任路伟来到渝北区古路镇乌牛村，
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向当地80余名村民
讲解十九大精神。

天气虽冷，但乌牛村村委会门前的篮
球场上却气氛热烈。“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到
一个政策是你们很关心的，那就是第二轮
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你们说这
个政策好不好？”路伟话音刚落，现场群众
们便大声回应：“好！”

一个多小时的宣讲中，路伟从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5个方面，详细给村民们讲述了乡村振兴
战略对乡村发展的重大意义。

村民陈庆平听了宣讲后很是振奋。她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她家有4亩多地，原本
还有8年左右承包期就要到了，这让她心里
很是忐忑。“现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了，好政策让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乌牛村党总支书记阚兴国表示，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了很多关于“三农”的政策，
对农村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乌牛村自
2013年开始发展仙桃李，并带领村民成立
了仙桃李合作社，目前规模已达2000多
亩。“我们要进一步扩大规模，争取明年种
植面积达到3500亩，并结合乡村旅游发
展，把村里建设得更美，让村民们的钱袋
更鼓。”

“进农村”宣讲分队走进渝北区古路镇乌牛村

“好政策让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本报讯 （记者 周尤）“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我们社区居民有何关系？”“党
的十九大精神如何在社区落实？”11月
27日上午，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走进昌
元街道白象社区居委会院坝，为社区党
员、群众带来一场接地气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会。

“今天来给大家宣讲十九大精神，就
是回应咱们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曹清尧
开门见山，“十九大在政治上、理论上、实
践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归根
结底，就是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
实现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老百姓
的话来说，就是腰包会越来越鼓，生活会
越来越好……”

现场的群众认真倾听，不时点头。
“报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多次提到

‘人民’二字，更是明确提出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些都会给我们生
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曹清尧结合荣
昌实例阐释，“目前，荣昌正大力实施教
育、医疗改革。今后，每个孩子在家门口
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荣昌人看病更便
捷、更有保障……”

听到此处，现场听众拍起了巴巴掌，
有人叫好：“讲得实在！”

一个小时的宣讲，曹清尧从老百姓

身边的事开讲，也“抖”出了一箩筐实实
在在的民生事，用“大道理”对接“小日
子”，让社区党员干部群众对十九大精神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居民们点赞：“这些年我们老百姓越
来越有获得感，听了报告对未来的描述，
更加充满了期待。”

62岁的居民代表李长俊，听完报告
颇有感触地说：“今天的宣讲很接地气，
很实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大家相
信跟着党走，今后会越来越好。”

据了解，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
荣昌区结合实际，探索构建“1+6+2+
N”宣讲模式，在组建区委宣讲团、“六
进”宣讲队的同时，组建文艺巡回宣讲
队和百名乡土宣讲员队伍，各单位各
镇街还根据各自工作开展各种形式的

“微”宣讲，让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
可落实。

与此同时，荣昌区还同步开展调研，
通过个别走访、调查问卷等方式，广泛收
集社情民意，找准今后工作方向。

“大道理”对接“小日子”
荣昌区十九大精神宣讲会紧扣民生接地气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
艳娟）11月28日下午，“榜样面
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
渝中分团的首场示范活动，在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影剧院
举行。市级宣讲团成员、第五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蔡美岐，与大家分享了她对十
九大精神的理解和感悟，感动
了全场。

今年65岁的蔡美岐，右眼
先天失明，左眼视力微弱，家住
石板坡社区，是渝中区第一建筑
公司退休职工，自学获得中医主
治医师职称和保健按摩中级证
书。十几年来，蔡美岐为社区群
众开展义诊2万多人次，被大家
亲切地称为“巷子医生”。2000
年，蔡美岐成立了由60多位盲
人组成的“爱之光”志愿服务队，
每年开展义诊数十次。早两年，
她还组建了一个“盲人旅行团”，
先后带领300多人次盲人走出
家门，前往国内风景名胜去“看”
世界。

“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原
文时，很多民生内容令我非常振
奋。”蔡美岐称，“现在党的政策
好了，不仅让残疾人解决了温
饱、住房问题，培训我们学按摩
就业、开店创业，还为我们提供
交通补助、收视补贴、盲人图书
馆等，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了。”
“说实话，我们残疾人以前

特别害怕生病，担心住院治病会
拖累家人。现在政策好了，残疾
人住院报销比例高，家人不用为
我们太操心了。”蔡美岐还分享
了自己生病住院的故事，“此前
我患冠心病在医院住了7天，前
前后后花费了8500元。后来享
受医保报销和民政补贴后，我只
掏了不到3000元。”

谈及自己获得第五届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荣誉时，蔡美岐
讲述了为何要坚持做公益事业
的初衷。“我自幼残疾，备受社会
关爱，心怀一颗感恩的心。如
今，我能服务残疾朋友，回报社
会关爱，倍感光荣。今后，我将
不忘初心，继续带领‘爱之光’志
愿服务队，将爱心洒向更多需要
的人。”

“这个读本我随时带在身
上。”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蔡美岐展示了一个随身携
带的文件夹，里面装着一本盲
文版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本，“这
本6页纸的读本对我来说非常
珍贵，是我在给盲人朋友作宣
讲后，他们用盲文笔做出来
的。带着这个本子，今后无论
是给盲人治病还是带出门旅
游，我向大家宣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更加方便了！”

盲文版十九大精神宣讲本随身带
“巷子医生”蔡美岐动情讲述学习心得

11月28日，在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凤天路社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六进”文艺宣传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众多居
民前来观看。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
莎 通讯员 范坤民）11月28
日，九龙坡区陶家镇十九大精神

“六进”宣讲队走进文峰村，通过
讲微故事、表演三句半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博得了老百姓一片
赞声。

陶家镇宣讲队成员徐成婧
给现场的老百姓分享了一个自
己的故事——今年夏天，徐成婧
回到农村老家。在那里租地种
菜的朋友谈到承包的土地快到
期了，正为下一步如何发展发
愁。党的十九大召开，徐成婧在
听完报告后立刻打电话给那位
朋友，电话那头满是欣喜：“太好
了！我可以放心种菜，加大对土
地的投入了。”

“这是党的十九大出台的
好政策。”徐成婧说，十九大报
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再延
长三十年，让农民深耕农业更
放心；再延长三十年，让新型经
营主体更有信心。”她说，土地
是农民的命根子，十九大报告
中的这些论述，就像给大家吃
了一颗“定心丸”。

“十九大精神定方向，全国
人民心欢畅，妙手绘制新蓝图，
干劲足……”当天，活动中的“三
句半”《祖国明天更辉煌》把现场
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首“三句半”是陶家镇汉
陶民乐队成员张兴忠创作的。
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张兴忠一
边听报告一边做记录，心中充满
了自豪和感动。为把这份自豪
与感动传播开来，他把党的十九
大报告改编成群众易接受、易理
解的“三句半”，表达心中的喜悦
之情。

微故事讲好政策
三句半说新变化

11月28日，万盛经开区南桐镇青年党员志愿者在王家坝村为行
动不便的农村老党员宣讲十九大精神，主动“送学上门”。

特约摄影 曹永龙

党员志愿者“送学上门”

11月22日，在永川区凤凰湖产业园重庆广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区委非公
工委派驻进企业的党建指导员正在宣讲十九大精神。该区组建党的十九大
精神三级宣讲团队，涌现出非公企业流动宣讲队、“五老”宣讲队、“小喇叭”宣
讲队等特色宣讲队，实现党员干部全参与、基层群众全覆盖。

记者 张锦辉 摄

特色宣讲队 群众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