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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 韩毅 王
亚同 汤艳娟 杨永芹）连日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市委宣讲团分别
到市检察院、市民政局、市旅游局、荣昌
区、忠县、重庆银行等单位和区县，开展
十九大精神宣讲。宣讲活动在当地党
员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纷纷
表示，通过宣讲团宣讲，进一步学懂弄
通十九大精神，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
更加昂扬的斗志，立足本职岗位，脚踏
实地，完成新时代的新使命。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周波走进市检察院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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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改革等 8个方
面，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进行了宣
讲。

“党的十九大是党和国家发展史上
的里程碑，党的十九大报告是面向未
来的宣言书。”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胜
才表示，通过聆听宣讲，使全体干警深
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过去五年取得的
辉煌瞩目成就，感受到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博大精
深，对全面准确领会把握十九大精神实

质和丰富内涵，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有很重要的
指导意义。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政府法制办党
组书记、主任罗蔺到市民政局宣讲。罗
蔺在宣讲中表示，理解十九大的主题尤
为重要，68个字的主题明确回答了我
们党在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
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的重大问
题。

宣讲会持续近两个小时，市民政
局干部职工认真倾听，仔细记录。大
家表示，要牢牢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
实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着眼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新需求，进一步分析发展形势，明晰发
展思路，强化发展担当。要按照十九
大的既定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将全市
民政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工
作引向深入。

市委宣讲团成员、重庆第二师范学
院党委书记邹渝到市旅游局宣讲。邹
渝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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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等方
面内容，运用翔实的数据与事例，作了

全面系统、生动深刻的宣讲。
市旅游局表示，全市旅游行业要深

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目标，坚持推进全域旅游发
展，加快实施旅游环境优化，加大旅游
品牌推广等，着力打造全市旅游产业的
升级版，把我市建成国际知名旅游目的
地和世界旅游名城。

党的十九大代表、市委宣讲团成
员、江津区委书记程志毅到荣昌区宣
讲。程志毅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原文，
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题，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了全面系统的解
读。

荣昌区委表示，全区各级干部群众
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实实在在的学习带动工作、以学
习促进工作、以学习保证工作，让党的
十九大精神成为助推全区发展的动力，
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荣昌大地上开花
结果。

市委宣讲团成员、重庆师范大学党
委书记曾礼在忠县宣讲。曾礼从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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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方面，

深入浅出地作了解读。
忠县县委表示，全县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必须做到全面准确宣讲，务求取得实际
效果；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忠县大
地上。据了解，忠县县委专门印发了3
个指导性文件，并成立了宣讲团，陆续
分赴各乡镇（街道）、县级各部门、各行
业系统开展集中宣讲。同时，由县有关
部门分别牵头组建的“六进”宣讲队，以
及由各乡镇（街道）成立的“名嘴进百
家”基层宣讲分队也广泛深入基层一
线，把党的十九大精神送到群众身
边。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理论
处处长周廷勇在重庆银行宣讲。周廷
勇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合重庆市委
五届三次全会要求，对十九大精神作了
系统透彻、深入浅出的阐释和解读。

报告会后，重庆银行党委书记林军
表示，宣讲内容系统全面、准确翔实，点
面结合、重点突出，重庆银行干部职工
对十九大精神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理
解，要用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重庆银行更好发展。

市委宣讲团进部门进区县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明晰发展思路 强化责任担当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1
月29日，九龙坡区首场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六进”文艺宣传示
范活动在杨家坪商圈举办，该活动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向该
区200多位居民喜说九龙坡新变
化，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演出现场，艺术家们用歌唱、
舞蹈、评书、朗诵等多种表演方式，
结合十九大精神，为群众们奉献了
《九龙花开》《使命在肩》《话说九龙
坡》等9个节目，现场掌声不断，其
中唢呐演奏的《山丹丹开花红艳
艳》更是引得全场合唱。一个多小
时的演出过程中，还吸引了不少路
人驻足观看。

“今天的演出真好看，我特别

喜欢那个《话说九龙坡》，用我们重
庆‘言子’介绍了九龙坡的美食、文
化以及近年来的变化，还结合十九
大精神为我们描绘了美好生活的
愿景，真好。”看了演出后，新胜村
社区居民陶本善高兴地说。

九龙坡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区此前已成立了2个区
级文艺宣传队和19个镇街文艺宣
传分队，深入全区举办了百余场

“六进”文艺宣传活动，此次活动为
该区首场示范演出。“到12月底，我
们将完成500场演出，将十九大的
声音传播到全区各个角落。”

活动现场，还有多位书法家、
画家、剪纸艺术家为市民免费提供
文化服务。

九龙坡区举办首场“六进”文艺宣传示范活动

让十九大的声音传遍大街小巷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1月
28日，渝北区龙溪街道金紫山社区
举行十九大精神宣讲会。渝北区
民政部门的党员干部，向社区居民
分享了对十九大精神的理解，解读
了民政惠民政策。金紫山社区还
特地制作了书签送给现场听众，受
到社区居民的欢迎。

宣讲会上，渝北区民政局的党
员干部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救助、社
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

度”等，都涉及民政领域，与老百姓
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惠民红包”。

宣讲现场，金紫山社区的工作
人员还发放了书签——书签是树
叶做成的，上面印有十九大报告中
的内容，比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等。

“这些话直抵人心，有一种让
人振奋的力量。”金紫山社区居民
张厚生表示。

渝北社区宣讲十九大精神有妙招

把报告内容印上书签

本报讯 （记者 夏婧）“打起
金钱板就开唱，十九大精神传山
乡”……11月25日，一句句朗朗上口
的金钱板在荣昌区昌元街道响起。
当天，荣昌区“贯彻十九大 踏上新
征程”文艺小分队宣讲活动在此举
行，百余名群众欣赏了金钱板《十九
大展新辉煌》、歌曲《不忘初心》、小品
《河长赶鸭记》等精彩的文艺节目。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此次的

宣讲节目，从群众的实际生活出
发，十分接地气。

“荣昌区文艺小分队结合荣昌
的真人真事，创作了22个文艺节
目，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荣昌区
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荣昌
区文艺骨干要创作更多接地气的
文艺节目，深入全区机关、镇街、企
业、农村院坝等进行宣讲，将十九
大精神传播到千家万户。

荣昌区文艺小分队进基层

用接地气的节目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大家好，这次我们要来给大家发
‘民生红包’哟！”11月29日上午，
尽管天气偏冷，但江津区柏林镇复
兴村六组村民任太本家院坝里，坐
满了来参加十九大精神宣讲暨民
生实事意见征集会的村民。

只见江津区发展改革委统筹
中心党支部书记刘长庆从随身的
口袋里拿出了厚厚一叠红色信封，
分发给在场的村民。大家将红包一
一打开后，发现里面各有两张醒目
的宣讲单，上面分8类汇总了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关于民生方面的内容：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高就业质
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

“乡亲们，这可是真金白银的

政策福利哟，一定要收好这8个‘民
生红包’！对我们明年实施的民生
实事，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
提出来。”随后，刘长庆逐一对这些

“民生红包”进行了解读，并认真听
取、记录村民的意见和建议。

“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不仅仅要‘学’，更要‘做’。”江
津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该
委以惠民利民为切入点，将宣传十
九大精神和深入实施脱贫攻坚、推
进民生实事落地有机结合，引导全
体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宣讲十九
大精神，摸清弄懂群众所期所盼，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并将其作为制
定2018年全区民生实事工作的重
要参考。

江津区政策福利实打实

“民生红包”送到村民家门口

本报讯 （记者 王翔）“青少
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支教老师、西
部计划志愿者陈鑫走进巴南区接龙
中学，为高中学生讲解十九大的相
关知识，幽默诙谐的语言，深入浅出
的讲解，赢得了学生们阵阵掌声。

接龙中学高二一班的阳银同
学激动地说：“之前以为十九大报
告和我关系不大，但听宣讲后才更

加明白，这与我们密切相关，觉得
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前途也更
光明了。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争取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为及时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巴南团区委组织区内42
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成立了7个宣
讲团，走进巴南区内的各个中学及
村落院坝，将陆续开展宣讲活动30
场，为千余人宣讲十九大精神。

西部计划志愿者加入宣讲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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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通讯
员 李美华）近日，巫溪县道德模范宣
讲队，来到上磺镇羊桥村乐和大院宣
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曾经当选过党的
十七大代表的郑子权以“老代表”的身
份，向大家分享学习十九大精神后自
己的深刻体会。

郑子权自从1975年担任巫溪县尖
山镇八寨村乡村医生以来，始终坚持
扎根山村，服务人民，为抢救重症病
人，他失去了女儿。据统计，经他之手
亲自配制的疥疮药方，免费治愈了5万
多人。他也两度获得“全国最美乡村

医生”，以及第一届“重庆市道德模
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十
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大家今后看病就更容易了。”郑子
权激动地说。

这支宣讲队伍中，还包括获得“富民
兴渝贡献奖”、66岁还坚持在扶贫一线的

石锣村村支书匡厚明，被中宣部授予“节
约之星”称号的龚方清等在群众中有口
皆碑的模范人物。他们都结合各自工
作岗位，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与大家
分享对十九大精神的理解和感悟。

据了解，除了“道德模范宣讲队”
以外，巫溪县还组织了田坎宣讲队、扶

贫书记宣讲队、总管宣讲队、乡贤宣讲
队、小喇叭宣讲队等共计6支基层宣讲
小分队。他们将采取互动宣讲、席前
宣讲、座谈宣讲、入户宣讲等宣讲方
式，利用五句子山歌、相声、快板等文
艺形式，真正将党的十九大精神传递
到百姓心坎上。

“老代表”谈新体会
巫溪道德模范宣讲队进村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 颜安）“十九大
报告暖呀么暖人心，我们赶上好形势，
生活要提高呀，要提高……”11月29
日，悠扬的山歌从南岸区广阳镇故事
基地里传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形式
鲜活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会，广阳故事
大王宣讲团的成员们用山歌对唱、讲
故事等形式将十九大精神送到了老百
姓的心里。

一曲山歌拉开了宣讲会的序幕。
宣讲人周祖才、朱献平带来的《老两口
学十九大》，用一问一答的山歌对唱形
式，唱出了十九大精神中整顿党风、乡
村振兴等老百姓关心的内容。

山歌唱罢，宣讲人周祖芳就开始
讲起了红心猕猴桃的故事——故事主
人公王老三是个贫困户，通过镇里的

帮扶过上了好日子，一心想着用自家
的红心猕猴桃感谢镇长，没想到镇长
虽然收下了猕猴桃，却比对着市场价
将猕猴桃的钱打进了他的扶贫卡里，
让他由衷感慨：“党的政策好，党的干
部也好！”

这场宣讲虽然只有7个节目，可
个个精彩，有歌颂平民英雄徐前凯，
号召大家向英雄学习的《平民英雄谱
写精彩》，也有讲述文明新风的《让
座》，还有普及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三十年新政策的《夏三心里
的草》，整台节目十分接地气，引得观
众喝彩连连。在台下听得津津有味
的村民陈英说：“十九大精神我还是
知道一点，但是不深刻也不全面。今
天这些节目很好看，我对十九大精神
更了解了。”

广阳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杜志榜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党的十九
大胜利闭幕后，他们就结合十九大精
神和广阳镇发展的实际，重新创作了
许多故事。接下来，他们将进行持续
的宣讲，把十九大精神源源不断地送
到老百姓心坎里。

山歌故事齐上阵

广阳故事大王宣讲赢得满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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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在渝中区
石油路街道金银湾社区爱
心驿站，朱登礼用“学习大
礼包”中的歌曲，向环卫工
人、文明劝导员、城管志愿
者等户外工作者宣讲十九
大报告中有关民生的内
容。本月初，该街道曾经
在基层担任过书记的76岁
退休老人朱登礼组建了一
支“朱书记宣讲队”，将党
的十九大报告部分内容编
成歌曲、快板等“学习大礼
包”，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宣
传十九大精神。

记者 张锦辉 首席
记者 汤艳娟 摄影报道

“朱书记宣讲队”
走进爱心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