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2月7
日，市委宣传部“榜样面对面”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走进重报集团。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获
得者罗成友，结合自己从业20余年的
工作经历，着重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
新闻舆论工作的精神，向在场近50名
新闻工作者作了宣讲报告。

“任何一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都
是站在时代最前沿的人，我们必须要
有强烈的使命感，要用自己手中的笔、
话筒、相机，引导、激励群众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罗成友说，
十九大报告内容丰富，意义深远，同时
也把新闻舆论工作摆在了相当高的位
置上，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新闻工作者
应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好每一
次采访，写好每一篇稿件，编好每一个
版面，做好每一个节目。

罗成友还跟大家分享了他到巫
山县庙堂乡采访脱贫攻坚、为垫江县
桂溪街道吴大娘解决生活困难等经
历，结合实际告诉大家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他说：“当我们把新闻当
做理想来追求，就永远有动力；当我
们把新闻当作一项事业，就永远不会
停笔！”

短短一个多小时的宣讲，罗成友
还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传播手段建
设和创新、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建设3
个方面，提出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党
性、人民性相统一，打牢理论和政策根
基，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

作为全国著名的“田坎记者”，罗
成友还表示，新闻工作者应常下基层，
并带着感情融入到群众当中，俯下身、
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写出
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

重庆日报经济新闻中心记者彭
光瑞听了宣讲后表示，罗成友老师
从业几十年始终坚持扎根基层，写
出了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他的精
神值得大家学习。作为年轻记者，
今后一定要加强理论和政策的学
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写出好新
闻，传递正能量。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罗成友结合新闻舆论工作宣讲十九大精神

“把新闻当作事业，就永不会停笔！”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彭瑜）12月7日下午，“榜样
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团渝北分团走进该区暨
华中学，开展“孝行巴渝”弘
扬慈孝美德系列活动，向该
校200多名学生宣传十九大
精神、分享慈孝美德故事。

第一届全国最美家庭获
得者代表，全国敬老爱亲模
范鄢光菊只有一条手臂，但
她常年照顾患有尿毒症的丈
夫、年幼的儿子和年迈多病
的公婆，她用坚强的意志独
自撑起一个家。活动现场，
鄢光菊结合自己的故事宣讲
十九大精神，勉励在场的中
学生自立自强、不怕困难，将
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传承下
去。两路街道干部罗源熙
原，则将自己工作中遇到的

孝心故事娓娓道来，赢得了
同学们阵阵掌声。教育专家
邹晓彬围绕“亲近、理解、感
恩”作了一场精彩的慈孝报
告，传授给孩子们与父母正
确相处的方法、方式。

“孝老爱亲，让我们从
感恩做起。”暨华中学初二
四班的贺黎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参加这次活动，让他
更加明白了父母给予子女
的不仅仅是生命，更有无私
的爱，是倾其所有的奉献。
初二一班的刘启说，报告生
动精彩，犹如一面镜子，让
他看清了自己身上的不足，
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
心结。刘启表示，自己会用
心体会身边所有的关心和
爱护，并将这些温暖回馈给
那些爱自己的人们。

渝北区“孝行巴渝”弘扬慈孝
美德系列活动进校园

孝老爱亲 从感恩做起

“十九大报告中有一个
关键词，叫做‘大数据’，今
天我就来讲一讲这个大数
据……”12月 7日，南岸区

“榜样面对面”宣讲团成员、
南坪派出所副所长漆帮祥
来到南坪街道后堡社区，开
展宣讲。

台下听宣讲的是清一色
的社区群众，大多数是退了
休的老年人。于是，漆帮祥
也不绕弯子，不说空话套话，
直接说起了居民们最关心的
话题。

“大家估计都有一种这
样的印象，年底了，小偷小
摸的现象又多了起来，我们
怎么防盗呢？”漆帮祥娓娓
道来，“过去主要靠人防，就
是组织人力进行巡逻，后来
发展到物防，最常见的就是
家家户户都安装了防盗门
和防盗网，而大数据时代，
就要强化技防。”

那么，什么是技防？按
照漆帮祥的话来说，就是
运用视频监控，居民在家
中安装看家镜头等，进行
实时监控。

“几年前，后堡社区连
续出现了几期入室盗窃案
件，我们的图侦民警通过
安装在社区交通要道上的
视频监控发现了犯罪嫌疑
人，对方一进社区就打伞，
不管天晴下雨都打，把脸和
衣着都挡住了，那个时候我
们就在想，要是居民能在客
厅或者阳台安装上摄像头，
那侦破起来就要容易很

多。”漆帮祥说，从那以后他
们就倡导有条件的常住居
民家安装插卡式镜头，截至
目前共安装了 1128 个，有
效地遏制了发案，特别是入
室盗窃发案，提高了辖区居
民的安全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现
在科技进步了，连到农贸市
场买菜都可以不带现金，小
偷到家里也没得撒子偷的，
所以发案率自然就下降了。”
漆帮祥打趣道，“其实这些都
是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想
想改革开放前，农民住的是
竹篱笆，穿的是线疙瘩，吃的
是糠粑粑，走的是稀泥巴，工
人骑的是自行车、挤的是矮平
房，穿的是解放鞋、中山装。
再看看我们现在，吃上了绿色
食品，住上了高楼洋房，出门
开汽车、坐高铁、乘飞机，从

‘老三件’到‘新N件’，从‘赶
集’到‘旅游’，从‘看不起病’
到‘全民医保’，衣食住行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席话说得居民们热血
沸腾。社区居民黄礼慧站起
来发言：“对头，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帮哥’（社区居
民对漆帮祥的昵称）恁个一
说，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更加
充满期待了。我们这些退休
老头老太婆，都要把身体锻
炼得好一点，多活个几年几
十年，多享受一下这些成果，
大家说是不是？”

话音刚落，居民们就笑
成了一片，笑声透过窗户，在
社区上空久久回荡……

南岸“榜样面对面”走进社区

“帮哥”漆帮祥
巧借大数据畅谈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颜安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通讯
员 犹元佳）12月7日下午3点，“榜样
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万盛分
团走进重庆万盛福耀玻璃有限公司，为

现场100多名员工解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与此同时，上万名网民通过“幸福万
盛”客户端、“万盛微发布”等网络平台进
行了同步线上观看，大家纷纷留言，为这

种新方式点赞。
当天的宣讲人为万盛经开区人民医

院妇产科主任、全国先进工作者涂江
莲。“群众再小的事，也是我们党的大
事。十九大报告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民
生实事，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随着
涂江莲的开场白，“幸福万盛”客户端直
播在线观看人数也开始直线上升。

万盛青年镇堡堂村村民张绍勇正
是这“直播大军”中的一员，他的妻子
近期被检查出患上了乳腺癌，当天的
宣讲重点之一正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他一边用手机
认真观看，一边用纸笔记下自己关心
的要点。而青年镇更古村村民熊永华
关心的则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全
面取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
制度”，半个小时的宣讲，他的眼神没
有离开过手机。

这次运用网络直播进行的十九大宣
讲引起了万盛线上线下市民的强烈反

响。当天通过“幸福万盛”客户端直播在
线观看的人数超过8000人次，万盛微发
布点击量突破1万人次，万盛新闻网、万
盛论坛等平台点击率超过3万次。不少
网友通过网络平台留言为这种新颖的宣
讲方式点赞。网友“让希望飞翔”说：“这
样的宣讲形式让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
效果满满，欢迎再来几场！”

据了解，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万
盛创新举措，积极利用网络直播、在线
答题等新平台、新方式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了宣讲活动全网
跟进、全网推送。目前，万盛经开区党
工委宣传部制作了“学思践悟十九大”

“宣讲团六进活动”等系列H5作品，并
发布在万盛各新媒体平台；万盛经开
区教育局开展了“学习十九大开启新
征程”知识在线竞答活动；各镇街开展

“十九大精神进村（社区）”网络主题宣
传活动，扎实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家喻
户晓、入脑入心。

万盛用新媒体直播万盛用新媒体直播““榜样面对面榜样面对面””宣讲活动宣讲活动

网友点赞新方式网友点赞新方式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2月7日下
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在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安康路社区进行，市
公安局“榜样面对面”十九大精神宣讲
团成员陈冰、樊劲松、冉义智等优秀公
安民警以“十九大精神和我们的日常生
活”为主题，向社区居民深入浅出地宣
讲十九大精神，吸引了四百多名群众现
场聆听。

十九大代表、两江新区分局刑侦支
队技术大队教导员陈冰，从自身经历讲
起，谈自己参加十九大的感受，特别是
对居民关心的“保障人民有安全感”“加
强和创新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了重点

宣讲。
2014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刑侦

总队打拐支队副支队长樊劲松在宣讲中
说，公安机关将会更加努力地研究互联
网+时代如何打拐、研究运用大数据查找
失联人员的方法，更加高效地开展工
作。为此，大家纷纷赞叹：是民警辛苦的

付出，才使许多破碎的家庭重圆。
全国公安百佳刑警、渝北分局刑侦支

队支队长冉义智在宣讲中说，民警的每
起执法活动都要佩戴执法记录仪，全程
同步录音录像，“居民要是发现有民警执
法不规范的，可以向我们公安机关反映
哟。”冉义智不但注重对十九大精神的讲

解，还引用居民身边事和个案，让大家更
易理解。有社区居民说：“路上经常都能
看见民警在巡逻执勤，再晚出门都不怕
了。这日子过着我们心里踏实！”

宣讲过程中，诗歌朗诵、合唱歌曲
等文艺表演穿插其中，将气氛推向高潮。

据了解，市公安局组织陈冰、樊劲
松、冉义智等13名全市公安机关先进典
型组建“榜样面对面”十九大精神宣讲团
市公安局分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十九
大精神面对面宣讲，立足工作岗位和学
习生活实际，联系百姓身边发生的变化，
结合群众普遍关心关切的问题，生动形
象地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市公安局“榜样面对面”宣讲队走进社区

立足日常生活作宣讲

12月7日，重庆新闻传媒中心，重庆日报原首席记者、市委宣讲团成员罗成友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 记者 万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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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刘滨
清）12月 7日，重庆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六进”文艺宣传队第六分队来到了奉
节县平安乡，将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送到基层、走进村社。

在奉节县平安乡的休闲广场上，文艺宣传活
动在舞蹈《拥抱新时代》中拉开序幕，吸引了数百
名村民聚集观看。随后，“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
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男女声二重唱《不
忘初心》、《盛世乐舞》等精彩节目陆续上演。

精彩的节目让老百姓们笑声连连、掌声
阵阵。丰富的文化盛宴不仅给他们带去了
欢声笑语，也将十九大精神，及时传递给基
层的群众，反响热烈。

“今天的节目表演相当好，我们都爱看！我
们在观看节目时，了解了十九大精神。”奉节县
平安乡村民王哲香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整场活
动，她都用手机录了下来，回家后还将陪家人和
没来的乡邻一起观看。

平安乡文昌村贫困户朱学兵激动地给身
边的乡邻说，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政策，有扶贫
干部的帮助，我们这些贫困户自己也要努力，
发展好小水果产业，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六进”文艺宣传队将十九大精神送到奉节平安乡

用文化盛宴传递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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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晚，尽
管天空飘着小雨，南开中学的礼
堂暖意融融，“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在这里举
行，沙坪坝区委常委、区委教育
工委书记、区教委主任蔡道静为
学校500名师生代表宣讲了党
的十九大精神。

蔡道静从“全面准确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大精神；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让青年在中国梦
的生动实践中放飞梦想，创造精
彩人生”等三个方面，对党的十九
大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生动的
讲解。蔡道静说，党的十九大系
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规划
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
间表路线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引。

“在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

后，我们深刻体会到拥有坚定的
目标对完成一项事业的重要性，
于一个国家如此，于一个成长中
的青少年亦如此。”蔡道静说，因
此，作为一名青少年应该更加坚
定心中的目标，不为周围各种错
误的价值观所影响，努力实现自
己人生价值，将自己的梦和“中国
梦”紧密连接。同时，作为重庆南
开中学，如何结合新时代的新要
求将学生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
有用的人；如何在新时代里踏上
新征程、实现新跨越、书写新篇
章，是全体师生需要思考的问题。

据了解，为认真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沙坪坝区除
组建了十九大精神进校园宣讲
队外，还组建了由区委常委、区
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委主任蔡
道静，重庆一中党委书记欧健、
南开中学党委书记姚显荣，重庆
七中党委书记邓宏等10人组成
的特别宣讲队，目前，沙坪坝区
进校园宣讲已完成236场，听讲
师生超过6.5万人次。预计活
动结束，将累计宣讲超过 300
场，受众师生突破8万人次。

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校园活动在南开
中学举行

在新时代为新梦想奋斗

﹃
六
进
﹄
文
艺
宣
传
队
走
进
奉
节
平
安
乡
。

通
讯
员

刘
滨
清

摄

万盛青年镇堡堂村村民正用手机收看“榜样面对面”宣讲网络直播。
通讯员 徐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