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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把世界各
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是世界各个政党的责
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
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
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
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
情描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明确提出了建设美

好世界的“四点倡议”，热情呼吁世界各个政党共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赢得与会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的
赞同，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

不同国家的人民，尽管语言有别，生活方式不同，但对
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都有一些共同期待。我们要努
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贫
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
界，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 陈波）近日，记者从重庆煤监局获悉，随着中梁
山煤矿南、北矿关闭验收复查合格，2017年全市关闭10个煤矿的计划
全部完成，至此我市在两年内共计实现去煤炭产能2348万吨。这标
志着我市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三年去煤炭产能2300万吨
的目标任务。

自2016年开始，我市大力推进煤炭去产能工作，市政府成立了煤
炭去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市级督导、区县主体、部门协作、乡镇
盯守、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同时，市级和区县分别出台了相关配套
奖补政策，按中央、市级、区县三级财政投入模式，对主动申请关闭并
验收复查合格的煤矿每矿给予600万元中央、市级奖补和区县自定的
奖补。

据统计，仅2016年一年，我市就关闭煤矿344家，去产能2084万
吨，全部淘汰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为此共计投入奖补资金39.463
亿元，其中中央和市级财政专项奖补资金22.40亿元，区县配套奖补资
金17.063亿元。

两年内去煤炭产能2348万吨

重庆提前一年超额完成
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

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30强剧目、中国文化艺
术政府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近
年来，一个个响当当的国家级奖项被重庆
万州收入囊中，被称为中国戏剧的“万州现
象”。“现象”何来？来自人民。

好故事源于人民

“天坑村啊播火种，薪火相传志不穷！”
台上话音刚落，万州三峡歌舞剧团剧场内
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全场400余名观
众起立鼓掌，不少人激动得眼含热泪……

重庆市三峡歌舞剧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蒲庆云告诉半月谈记者，今年剧团重
点推出的主旋律话剧《薪火》已连演26场，
剧本源于基层的真人真事，成为群众喜爱
的“爆款”节目。

77岁的编剧兼导演潘龙吟说，《薪火》

是一台大型原创方言剧，讲述了在一个几
乎与世隔绝的“天坑村”里，三代党支部书
记带领群众修路致富的感人故事。剧中主
角和不少人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这
正是《薪火》引起群众共鸣的重要原因。

三峡川剧团的川剧小品《称妈》在甘宁
镇也引起轰动，台下观众跟随剧情时而欢
笑，时而愤怒，场面相当热闹。三峡川剧传
承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谭继琼说，戏中婆媳
相处、子女轮流赡养老人等情节取材自当
地农村，朴实的语言和生动的人物设置让
台下观众产生了强烈代入感。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是文艺创作
的永恒主题。”重庆市万州区文化委员会主
任熊刚表示，万州的文艺创作一直坚持根植
于基层去观察、发现，只有关切基层人民的
悲欢，熟知普通百姓的情感，才能为剧本找
到好灵感，写出让人民有共鸣的好作品。

好平台展示人民

百姓不仅乐于作为受众让艺术进入
日常生活，还有成为文化活动主体的迫切
意愿。

通过“专业院团打底＋民间海选”的方
式，万州本地的春晚已成为当地群众每年
最为期待的文化盛宴。“可以用‘参与广泛，
影响空前’四个字来形容。”万州区作家协
会副主席何真宗说，演员中年纪最大的近
70岁，最小的仅4岁，真正是全民参与，全
民互动，全民点赞。

“重庆社会主义新农村会演优秀演出
奖”“社会主义现代戏优秀剧目奖”“万州民
间民俗调演优胜奖”……一块块闪亮的奖
牌整齐地挂满了万州区熊家镇陈列室。

（下转2版）

中国戏剧的“万州现象”
半月谈记者 刘恩黎

党员莫英茂腾出新建房屋并出资10万元

自建“乡村振兴”公益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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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二论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三亚12月2日电 （记者 伍鲲鹏 代超）在2日晚举行
的2017年国际泳联年度颁奖典礼中，中国跳水运动员施廷懋当选年
度最佳女子跳水运动员，这是她连续三年获得该奖项。

今年的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上，施廷懋夺得女子单人、双人3米板
两项桂冠。另外，在今年的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中，施廷懋4站比
赛横扫单、双人3米板金牌。

中国队已包揽过去七届的年度最佳女子跳水运动员，获奖者分别
是陈若琳（2010）、吴敏霞（2011-2012）、何姿（2013）、刘蕙瑕（2014）、
施廷懋（2015-2016）。

施廷懋连续3年当选国际泳联
年度最佳女子跳水运动员

渝怀铁路二线白马隧道贯通

11月30日，渝怀二线重点控制性工程——白马隧道贯通，施工人
员正在进行贯通后的设施安装工作。

白马隧道起于涪陵区武陵山乡，止于武隆区羊角镇糯米溪，全长
7921米，于2015年5月开工。该隧道属于乌江峡谷地貌，施工难度极
大，其贯通标志着渝怀二线铁路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该铁路2020年
如期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 廖雪梅 罗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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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医疗车开到农民家门口。车开不到的地方，医疗人员带上便携设备步行
进户。

健康扶贫医疗车停在农民家门口，为农民做心电图
检查、出健康报告。

针对偏远地区农民体检不方
便、“小病拖，大病扛”导致因病致贫
或因病返贫的现象，今年下半年，彭
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投入 700 万元
购置 27 台医疗车，设立乡镇“健康
扶贫流动医院”，为农村偏远地区
贫困患者提供上门体检诊断、送医
送药、建立健康档案等医疗服务，
对偏远农村人口实现全覆盖，有效
解决农村群众看病就医“最后一公
里”问题。

记者 罗斌 摄影报道

“流动医院”
进村入户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2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会
见了出席“重庆·国际手机展”和“手机产业领袖峰会”主要嘉宾。

参加会见的嘉宾主要有：vivo集团总裁沈炜、金立集团董事长刘
立荣、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晓东、朗华供应链服务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春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谢毅、努比亚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倪飞、中光电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志华、百
立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权等运营和手机行业企业负责人。

张国清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书记，对各位知名企业家来
渝表示欢迎。张国清说，重庆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
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正在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当前，重庆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两地”定位要求，按照市委五
届三次全会部署，扎实推进以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大力发展笔电、手机、可穿戴设备、机器人、智能医疗器械、智能
仪表、智能识别装备等智能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重庆手
机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形成了覆盖品牌整机、研发设计、产品检测、零
部件生产、供应链服务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已成为全球智能终
端重要制造基地，发展前景好、合作空间广。希望以此次国际手机展
为契机，和各企业在智能制造和智能化应用、5G通信、物联网、供应
链、智能交通、智能物流等领域深度合作，共同推动终端产品向高端智
能化、个性化定制升级，共同培育壮大数据服务、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等互联网产业。重庆将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完善产业和人才政策，提
供宜居宜业宜商的良好环境。

沈炜等嘉宾表示，重庆发展势头强劲，投资环境良好，发展智能产
业具有良好的政策优势、技术优势和产业配套优势，愿与重庆不断深
化拓展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张国清会见出席
“重庆·国际手机展”主要嘉宾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启芳）“这个书
屋太贴心了，既解决了我们看书难的问
题，又让我们闲暇时有了一个好去处！”
11月24日，巴南区丰盛镇桥上村“乡村
振兴”书屋挂牌。村民薛应权吃过早饭就
赶到了书屋，认真挑选、借阅图书。

书屋位于村民莫英茂家新建的楼房
里。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乡亲
们不仅可以阅读各种书籍，还能享用免费
茶水。开张时间不长，已成为村民最爱去
的处所。

47岁的莫英茂前些年在贵州打工，今
年初返乡创业。回到家乡的他，发现乡亲
们劳作之余普遍缺少文化生活，不少人聚
在一起就是打牌。“更令我忧心的是，当我建
议大家搞点大棚绿色有机蔬菜等新的农业
技术时，乡亲们一脸茫然……”莫英茂说。

看到这些，莫英茂思考一番后决定：自
己出钱创建一家书屋，免费让乡亲们借阅，
以开拓大家的眼界。说干就干！莫英茂在

自家刚建好的楼房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做
书屋，并把自己收藏多年的书籍全部搬
到书屋，同时自费10万元购买了书架及一

批新书。目前书屋藏书已达5000余册。
莫英茂为书屋取名“乡村振兴”。他

表示，这是为契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

振兴战略。作为一名党龄26年的共产党
员，他想通过书屋为村民提供公益文化服
务，启发思维，带动大家把家乡建设得更
美好。

走进书屋，只见几个大书架里面的书
籍装得满满当当。书屋一角还摆放有沙
发、茶几等，很是温馨舒适。

“全部书籍免费让村民阅读，不喜欢
在书屋看还可以带回家去。”莫英茂说，由
于书屋书刊种类比较多，因而很受村民欢
迎。来书屋的人们也各有所好，老年人喜
欢读历史，中年人偏爱种植养殖类书籍，
孩子则喜爱科普等书籍。

书屋在村里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前
闲暇时我们也没什么事干，就喜欢打打
牌。现在可以到书屋看书，真是太好了。”
薛应权说。

丰盛镇党委书记石国全表示，镇里将
认真总结莫英茂建书屋的经验并在全镇
推广，让先进文化带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