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崔曜）12
月5日，“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团走进猪八戒网。宣讲团成
员、猪八戒网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朱
明跃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分享了
他对十九大精神的理解。“我们处
在最好的时代，国家是大平台，猪
八戒是小平台。”朱明跃以榜样的
力量鼓舞在座的员工，让猪八戒网
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朱明跃回顾了公司过去五年
的发展历程，认为猪八戒网的发展
壮大与时代的进步密不可分。“首
先是‘互联网+’战略，党和政府逐

渐重视互联网的重要性，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朱
明跃表示，受益于国家战略，从
2015年开始猪八戒网步入发展的
快车道，每年收入翻番。“其次是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朱明跃称，猪八
戒网已在各地设立猪八戒众创空
间，积极推动“百城双创”，让更多的
创业者与创新要素在平台集聚。

“我们受益于这个时代，我们
感恩这个时代。”朱明跃表示，每一
位猪八戒的员工都是时代的幸运
儿，更要立志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以良好的精神风貌拥抱新时代。

“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
走进猪八戒网

国家是大平台 猪八戒是小平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12月5日，“榜样面对面”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团渝北分团走进双
凤桥街道环湖雅居社区。渝北宣
讲分团成员、重庆最美法律志愿者
程小华与社区居民一道，一边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一边据此修改社
区的“居民公约”。

据了解，环湖雅居社区是市委
宣传部确定的“点赞公民——千万
市民学法律”市级示范点。社区工
作人员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社区有
渝北区最大的农转非安置房小区，
两年前，基于居民法律素养不高、
矛盾纠纷多等情况，社区出台了有
针对性的“居民公约”，收效良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
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比如：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

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程小华告诉大家，两年前
的“居民公约”中“不喂养家禽、不
乱扔乱吐、装修房屋不改变结构”
等条款已过时了，何不将十九大报
告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写入“新居民公约”中？居民一致
叫好同意。

两个小时宣讲中，居民边学边
议，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初步确
定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
众人商量”“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向上向善、孝老爱
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等内容写
入“居民公约”。

老党员周旷达说，没有规矩不
成方圆，大家都按照十九大精神来
做人办事，社区就会更加和谐美好。

“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团渝北分团走进社区
十九大精神写入“居民公约”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5版
2017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三

编辑 许阳 美编 赵炬

“我们江津150万人12月8号要
办酒，办一场大酒，喜酒，大家晓得是啥
子酒不？”

“办啥子酒？”
“就是重庆首届富硒产业发展大

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我们江津自从发展富硒产业后，一斤富
硒大米最高卖到了150元，一个富硒鸡
蛋最高卖得到5块钱呢。”

12月5日下午3点，江津乡土宣讲
员王诚洁在蔡家镇笋溪广场宣讲十九
大精神时，用江津即将发生的“大事件”
作开场白，赢得全场共鸣，一堂理论课
顿时鲜活起来。

王诚洁是江津区委宣传部理论科
干部、乡土宣传员。自开展十九大精神
宣讲以来，他结合乡村实际解读十九大
精神，用老百姓的话，讲老百姓的事儿，
大伙儿都爱听他宣讲。

当好十九大报告与老
百姓之间的“翻译”

理论宣讲，就是宣讲人与听众面对
面，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
纲领进行通俗易懂的阐释。

要当好一个理论宣讲员，首先得当
好“翻译”。王诚洁说，在自己学懂十九
大报告的基础上，再将报告内容“翻译”
成老百姓也能懂的话。”

这可不容易！
为啥呢？因为基层宣讲讲究“短平

快”，少则10分钟，多不过1小时，否则
乡亲们坐不住。而十九大报告全长3
万多字，如何在短短的时间内，将十九
大精神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大伙儿呢？

为了找到恰当的切入点，他一遍又
一遍地听十九大报告。听到第3遍、第
9个小时时，一句话反复在他耳边回
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这不就是最合适的切入点吗？”他
兴奋起来，“以‘三个起来’为纲领，加上
身边的事例，一定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而结合“乡土宣讲员”的身份，他决
定把跟村民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乡
村振兴作为宣讲重点。这又咋“翻译”
呢？他说：“其实说来也简单，就是告诉

大伙儿，能从乡村振兴战略中得到什么
实惠？”

每天第一件事是看《重庆日报》

一名合格的十九大宣讲员，只会
“翻译”还不够，更要有足够的知识储
备。王诚洁每天坚持理论学习，“早起
的第一件事一定是看《人民日报》和《重
庆日报》。”他说，第一时间了解党的方
针政策，与群众相关的惠民政策等。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收集身
边的事例，越是新近发生的事儿越好！

“哪怕是早上7点的新闻，在9点的宣
讲中能讲给大家听，大家就会竖起耳
朵。”王诚洁说，“他们喜欢听身边的新
鲜事儿，而不是讲了几十年的老故事！”
为此，他总是在第一时间读书看报，他
的移动硬盘中，关于基本宣讲的资料储
备内容达180G。

作为一名乡土宣讲员，只为老百姓
讲政策和案例还不够，“只图观众听个
闹热可不行，落脚点还要在‘干’上！”他
说。比如，在宣讲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产业兴旺”时，不但要结合身边的例
子，告诉大家城里人下乡、企业进村能
为大家带来什么，更要告诉大家咱们能
干什么？

“咱们有房有地有鱼塘，但没钱创
业怎么办？”在宣讲中经常遇到这样的
提问。这时，王诚洁就会告诉大家，江
津是全国59个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
贷款试点区县之一，农房就能作为抵
押物向银行贷款。尽管台下的观众多
是老头老太太，但他们哪怕只记住宣
讲中的一个政策，并告诉他们在外打
工的子女，返乡创业的人也许就能再
多一个。

最怕观众“虚度光阴”

一场宣讲下来，少则10分钟，多不
过1小时。时间虽然不长，但如何让这
10分钟、1小时变得丰富起来，不让观
众觉得“虚度光阴”呢？

他准备了不少小“道具”。
用来播放音频的小喇叭，自己亲

手设计、找广告公司制作的KT展板，

跟观众互动用的棒棒糖、肥皂等小礼
品，从十九大报告中截取的音频、视
频，还有自己用江津言子儿编写的顺
口溜……

这些东西都咋个用呢？来看王诚
洁的现场宣讲！

“党的十九大10月18日在北京召
开了，大伙儿都知道吧？那么，会上都
说了些啥呢？”王诚洁按下小喇叭的按
键，党的十九大报告原音立即在现场回
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
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前景。”还在互相打招呼的乡亲们
顿时安静了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摆一下十九大的
主要精神！”他一只手拿出印着顺口溜
的展板，另一只手拽起了一位大爷。“这
位大哥，你帮我读一下，有奖品哦！”大
爷清清嗓子：“承包期限再延长，农民兄
弟笑开怀……”

鼓掌、点赞、发糖……30分钟的宣
讲中，掌声不断、笑声不断。

江津乡土宣讲员王诚洁宣讲十九大精神

用老百姓的话 讲老百姓的事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其中，乡风文明是重要内容。

什么样的乡风称得上文明，什么样
的行为是不文明的？12月5日上午，
在“全国文明村”江北区五宝镇万缘村
举行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中，村民们
七嘴八舌，热议乡风文明。

走进万缘村翠塘湾小区，映入眼帘
的是宽阔干净的水泥道路、整洁亮丽的
院落。这个有495户人家、1300多人
集中居住的居民点，清一色的砖混坡屋
顶，户户通路、通电、通气、通闭路、宽带
和电话，卫生室、警务室、文化活动室、
社区服务中心一应俱全。“友邻是福”、

“人人节约 家家有余”的公益宣传标
语，还有村里制定的“村民文明公约”、
保洁制度，张贴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墙
上。

在小区广场上，早已聚集了50多
位村民。镇宣讲团成员、副镇长冯志国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宣讲完十九大精神
之后，将话筒递给了台下的村民们。

“我来说一说！”78岁的村民胡天
全站了起来：“我精心打整门前花园，几
乎连一根杂草都没有。可是到了晚上，
种的花经常都遭别人扯起跑了。你们
说一说，这个文明不文明？”

“确实不文明。”八社村民胡开勇接
过话头：“胡爷爷的花种得好，要是有喜
欢的，可以给胡爷爷打个招呼，等花分
枝了要一点去移栽。”

51岁的村民邓堂芳负责村里的环

境卫生保洁。“住进了农民新村很高兴，
生活也方便多了。但是有的村民在新
村违章搭建养鸡棚，搞得臭气熏天。本
来市政规定了专门倒垃圾的地方，但有
的人把草坪当成垃圾场，哪怕旁边就有

垃圾桶，都舍不得多走两步。我们清洁
工人还是多辛苦的。”邓堂芳说，“新村
是大家的新村，大家还是要将心比心，
爱护环境。”

“跟好人，学好人。虽然大家说了那
么多不文明行为，但是我们周围还是有
很多乐于助人、孝老爱亲的人。”村民胡
天中说，比如说董泽华小两口，大家都知
道，他母亲患有精神病，但是母亲破口大
骂邻居后，儿子媳妇会挨家挨户道歉，
平时把母亲也照顾得很周到。还有村
里的党员谭礼英，是个热心肠的人，她
晓得魏德安患有心脏病无法干农活后，
顾不上自家的地，带着大儿子去帮魏德
安家翻土、浇水，一忙就是好几天。

“文明其实很简单，说话不带脏字、
捡到东西归还、坐车排队，关键是要坚
持去做。”九社社长李国梁说，这不仅是
文明乡风的体现，还是对下一代的言传
身教。

“虽然我们是农村人，但是江北是
‘全国文明城区’，我们万缘也是‘全国
文明村’。住在文明村，就要当个文明
人，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实至名
归！”老党员郝伯钧说。

听了这一席话，广场上响起热烈的
掌声。

“全国文明村”江北区五宝镇万缘村村民热议乡风文明

“住在文明村，要当文明人”
本报记者 向婧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2月4
日，赵明财、黄泽兵、陈继东三位永川新
乡贤来到该区大安街道灵英村石灶院
坝，他们结合自己的故事，给百余位村
民讲解十九大精神。乡贤们讲得生动、
接地气，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

“2011年，全国掀起碘盐抢购浪
潮，一些商贩趁机哄抬盐价，价格卖到
5 块钱一包。我赵老五干不出这种
事，还是坚持一包盐只卖几角钱。”赵

明财跟村民们分享了自己从一个三轮
车夫到个体工商户，一路走来，靠诚信
做人、诚信经营获取成功的一个个小
故事，告诉村民诚实守信的重要性。
他说：“在这几次事件中我看似吃亏
了，但其实我赚到了，因为大家都觉得
我这个人很实在，此后便经常来照顾
我的生意。”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今天我就着重谈谈其中乡风文明这

个要求嘛。”陈继东说，社会需要好风
气，村里也需要，这需要每个村民从自
身做起，“大家没得事不要在屋头打牌，
酒席大操大办也要不得，这些陋习必须
改掉！你们平时要多关心家庭，努力为
美好生活创造条件！”

黄泽兵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他从
农业现代化入手，呼吁老百姓多种粮
食，他说：“在我眼里，粮食比金子还重
要，我们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

手里。”
一个多小时的宣讲结束后，村民们

还意犹未尽。
永川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该区举办过多场十
九大精神宣讲活动，但经过调查发现，
村民们仍有些问题没了解到。为帮助
老百姓“解渴”，该区精选出252名新乡
贤，利用他们了解基层、了解群众的优
势，通过培训组成了56支乡贤宣讲队，
每个队伍各有侧重，每次围绕一个重点
进行详细宣讲。

自乡贤宣讲活动开展以来，已开展
宣讲1200余场次，覆盖永川所有村（社
区），影响群众5万人次，成为了活跃在
群众中“不走的宣讲队”。

永川新乡贤宣讲队走进大安街道灵英村

不走的宣讲队为群众“解渴”

本报讯 （记者 向婧 通讯
员 代娟）12月5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六进”文艺宣传进农村
活动在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举
行。民族广场上，来自重庆民族乐
团的文艺名家们通过琵琶、唢呐、二
胡、金钱板等形式，为深度贫困乡
镇的群众们送上了一道精神大餐。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化委、市文联主办。演出中，由古
筝、琵琶、二胡、大提琴等乐器合奏
的《喜洋洋》、《步步高》瞬间带热了
现场气氛。紧接着，笛子独奏《牧
民新歌》以欢快的旋律演奏出了牧
民的生活场景；唢呐吹奏的《好汉
歌》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女声
独唱《母亲是中华》唱出了各族中
华儿女相亲相爱、团结奋进、祝愿
祖国的美好情怀；琵琶独奏《十面

埋伏》乐曲激烈、振奋人心，引得观
众拍手称赞。

“这样的形式好，群众在轻松
愉快的节目氛围中理解领会党的
十九大精神。”后坪乡党委书记宗
小华说，“十九大报告绘就了新时
代发展美好蓝图，为乡村发展指明
了方向和目标。我们将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
围绕乡村旅游和世界自然遗产两
大重点，深挖民族文化，构建后坪
乡旅游发展新格局，助力后坪乡村
振兴，让贫困户脱真贫、真脱贫。”

文艺名家的表演吸引了文凤
村村民陈绍梅驻足观看。她说：

“在家门口也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
出，真是太好了！有了党的好政
策，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脱
贫致富信心更足了！”

“六进”文艺宣传队走进武隆区后坪苗
族土家族乡

描绘美好蓝图 助推乡村振兴

“六进”文艺宣传队走进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
通讯员 代娟 摄

王诚洁在基层宣讲中与大家互动。 通讯员 庞滔滔 摄

江北区五宝镇万缘村村民投票，选定当前村里大力提倡的文明行为和反对
的不文明行为。 记者 向婧 摄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
为推动全市党员干部切实学懂弄
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市委组
织部、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于近
日联合启动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主题征文和网上知识竞赛
活动。

参加主题征文活动，全市党员
干部可关注“党建头条”微信公众
号，点击“征文”按钮进行征文投
稿；或登陆重庆市委党建门户七一
网，进入首页“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主题征文”专题频道按要求

投稿；也可将稿件寄至《当代党员》
编辑部。

参加网上知识竞赛，可关注
“党建头条”微信公众号，进入“知
识竞赛”栏目，系统将自动为答题
者随机抽取试题。答题完毕提交
后，系统自动显示得分情况与排
名。参赛人员可重复答题，还可将
得分情况分享到朋友圈。

据悉，两项活动将持续至
2018年6月30日。活动结束后，
主办方将评选优秀作品并通报知
识竞赛情况。

我市开展学习十九大精神
主题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