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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音乐专业的大学
生如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又如何创作出属
于新时代的好音乐？12月10日晚，在西南大学
中心图书馆，该校“德艺西大”网络文化工作坊
和音乐学院联合举行了一场“乐读十九大”艺术
沙龙。

“八百里秦川，千万里江山，乡情唱不尽，故
事说不完……”活动现场，主持人首先播放了一
曲谭维维和老艺人合唱的《华阴老腔一声吼》
MTV。那高亢激昂的唱腔、颇具地方特色的表
演，顿时引爆了全场。

“谭维维加入摇滚乐的华阴老腔为什么
能够成为新闻焦点？央视新闻联播为什么专
访流行歌手？”一曲结束，主持人杨希向台上
两位嘉宾——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郑茂平
和中国民间音乐专家胡晓东提出了这样一个
问题。

原来，就在今年10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播放了一条长约3分钟、对谭维维创作《华
阴老腔一声吼》摇滚歌曲的专访。“华阴老腔是
起源于陕北一带的音乐形式，属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被喻为‘黄土高坡上最原始的摇

滚’。但目前其面临着没有传承人的危险，谭
维维的传承和创新，使其登上2016年春晚舞
台并重新走入大众视野。”郑茂平表示，谭维维
对“华阴老腔”的再创作是中国传统文化自信

的体现。
听完郑茂平的介绍，现场上百名音乐学子

非常兴奋，他们纷纷提出自己对音乐的思考：如
何创作出好的新时代音乐？如何传承、创新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山头唱什么

歌。”胡晓东建议大家，要走出课堂，去广阔的田
野里探索真正的音乐宝藏，体验泥土的厚重与朴
实，以创作出有灵魂的音乐。师生们谈得兴起，
还纷纷演唱起各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如
《信天游》《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

“从艺先从德，学艺先做人。”参加完此次活
动的学生尹帅深有感触地说，这次主题沙龙让
自己对创作有了新的思考。“中国文化渊源流
长，古老音乐的神韵不言而喻，今后要多从田间
地头和民族音乐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属于
新时代的好音乐。”

“让艺术类学生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快乐
地学习十九大精神，更有利于他们将之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郑茂平介绍，“德艺沙龙”还将组
织“乐读十九大”系列活动，邀请艺术大咖对音乐
作品、文化现象进行赏析、交流，以解读和宣传党
的先进思想和理论。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为宣
讲十九大精神，音乐学院部分师生还创作了《共
产党员纪律歌》《放飞青春党支部书记之歌》《红
色的信念》等歌曲。

新闻联播为何专访流行歌手？如何创作出好的新时代音乐？

音乐学子“乐读”十九大精神

“不会吧？又比预算少！”近日，由荣昌区
审计局在对峰高街道新建成的峰直路进行审
计时，再次发出赞叹：这条投资预算347万元
的农村公路，实际结算为280万，整整节省了
67万元。

从去年至今，峰高街道共新建了10条农
村公路，其中9条都比预算少，共节省资金148
万元。其中，峰直公路是投资最大、节省资金
最多的一条。

“这个问题只有郑光勇说得最清楚！这些
公路，全部由他担任业主代表主持修建。”面对
重庆日报记者“这些公路如何省出这么多钱”
的采访提问，峰高街道党工委书记何逸用电
话，喊回了正“泡”在公路施工工地的街道公路
办主任郑光勇。

“关键要舍得吃苦！”郑光勇说，这些农村
公路项目在交给街道实施以前，已由上级相关
部门主持完成了规划设计、公开招投标等项工
作，并明确了各项技术指标。但即便如此，仍
有不少省钱的空间。

其中，最大的省钱空间就是挖填方。规划
设计单位在作施工方案时，一般采用GPS技术
来确定线性、测量挖填方数量。而实际上，这
些农村公路大多是在原有的泥结石路上进行
拓宽、硬化，实际需要的挖填方与施工方案会
有一定的出入。

就以峰直路为例，按设计方案，该路将建
成一条3.2公里长、5.7米宽的沥青公路，挖方
和填方分别为5138方和4632方。在施工单
位进场施工以前，郑光勇就带着沿线的村组干
部到现场踏勘，用路基测量仪器一路进行测
量、划线。结果发现，这条公路原有的泥结石
路路基大多保存完好、达到压实度要求，且原

有泥结石路的路基宽度达5米，且没有路肩，
只需在两边铺上条石作路肩，就能达到5.7米
的路面宽度。

由此，峰直路的实际挖方、填方量分别只
有758方、474方。而每方挖方、填方的施工价
格分别为14元和6.46元，仅此两项，就节约了
8.18万元。

因挖填方少了，实际嵌铺的片石、碎石面
积也由原设计的3900平方米减少至328平方
米，由此再节省了12万元。

因原有路基较好，小部分路段甚至不需要
铺设水稳层。因此，峰直路的水稳层实际铺设
面积比原设计方案少了5800平方米，按每平

方米34元计算，由此又节约了20万元。
因峰直路是在原有路基基础上铺设水稳层

和沥青路面，新路面要比原路面高20厘米。按
原设计方案，新路面与沿线公路的搭接路段也
全部用沥青路面。郑光勇在现场监督施工时发
现，因搭接路段坡度大，水稳层和沥青路面都不
易压实，恐有质量隐患。郑光勇紧急向上级主
管部门汇报，被批准同意将公路沿线所有搭接
路，均由原设计的沥青路面改成混泥土路面，不
仅质量更可靠，还节省了14万元。

“省下的每一笔钱，都建立在细致的现场
踏勘与严格的施工监督基础上！”郑光勇说，峰
直路能省这么多钱，靠得都是笨办法，就是一

步一步地做好现场踏勘，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
测量，对施工方所用的每一种材料、每一道施
工工序都严格把关。因此，峰直路虽然节约了
这么多资金，但所有技术指标都达到了设计要
求，并已顺利通过区交委竣工验收。

去年至今，郑光勇主持修建并已竣工结算
的还有盐井、雷千、千秋塝小学、阳千、凤湖、何
家庙、千新、直黄、八角等9条公路，其中除阳
千路超预算5000元外，另外8条公路的结算价
都少于预算，共节省81.5万元。加上峰直路节
省的67万元，再扣除阳千路超出的5000元，
他两年共节省148万元。

即使唯一的超出预算的阳千路，实际也节
省了不少资金。按原来的规划设计方案，连接
峰高街道阳岩村至千秋村的阳千路，总长为
1.4公里，工程启动后，千秋村的村民强烈要求
将这条路从该村交界处延长至村中心，由此，
其实际建设长度为1.53公里，比原规划长了
0.13公里，按照每公里100万元左右的造价，
实际省了10多万元。

荣昌区峰高街道公路办主任郑光勇主持修建的10条农村公路

为什么9条都比预算少？
本报记者 周雨

12月8日，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几台挖掘机
不停地在撂荒地里作业，机器轰鸣声响彻山谷。
此情此景，站在堡坎上的陈正文、滕树文和滕树长
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是长春村的村民。半个
月前，这3名老农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顺青颉
农业股份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于是，发动群众、发
展产业、整修道路，3个人忙碌了起来。

金溪镇被当地人戏称为“筲箕滩”，因其地
形呈“筲箕”形状，山地、深丘居多，保水保肥
差，是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今年8月，
该镇被列入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镇
里委派副镇长杨胜前到长春村代理村支书。

“现在感觉干劲特别足，好像看到脱贫致
富的希望在向我们招手。”望着田坎，陈正文语
调激昂。

陈正文是一名贫困户，家里4口人老的老、
病的病，像样的劳力基本上没得，70岁的他在家
中还算一个“整劳力”。但在过去，村里的路不

通，产业也发展不起来，想要脱贫致富，基本上等
于天方夜谭。于是，村里的人，能干得动的都外
出打工了，村里的田土大块大块地荒废下来，杂
草丛生，留守的人每次看见都忍不住一阵心疼。

“但心疼又有啥法？”他叹了一口气，穷的
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村里不少人养成了懒
散慢的坏毛病——别人来帮扶时积极一下子，
别人走后，茶就凉了，“就像癞蛤蟆一样，别人
戳一下，才跳一下”。

前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村里人倒是兴
奋了一阵。但是资金多了，村支书和村主任却

没经得住诱惑，相继被撤职或停职，村里的脱
贫事业一下子没了主心骨，又偃旗息鼓了下
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反复几次以
后，村民们的心气儿丢脱一大半，要想脱贫可
谓难上加难。

这可急坏了镇里的干部。
“杨副镇长到来后与我们合计了一下，还

是决定用股份合作社的形式发展蚕桑，让大家
都有事干，都能受益。”陈正文说：“说服工作相
当困难，许多人一听就连忙摆手、摇头，但是我
们告诉了他们现在的好政策，挖地、种苗费用

都不用他们出一分钱，只要他们愿意拿出地，
愿意学点技术、务一下工，这事就干得起，最终
大部分人都被说服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个别村民看到
了好政策，想通过流转土地成立专业合作社，
但却被村里婉拒。“专业合作社好是好，但毕竟
还是个人挣了大头，而我们是想大家步调一致
地集体脱贫致富，所以还是决定采取股份合作

社的形式。”杨胜前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股份合
作社的分配方式大概是“631”，6是拿出利润
的60%分配给社员，3是利润的30%用于合作
社发展再生产，1是利润的10%留给村集体用
于临时救助，如此一来，大伙都能获益。

就这样，在刚刚过去的11月里，长春村便迎
来了3个股份合作社的诞生，其中便有11月22
日才成立的顺青颉农业股份合作社。这个月，长
春村就要种下上千亩的桑树，3年后达到盛产期，
一亩桑园可养一张蚕，亩产值可达5000元，也难
怪陈正文说看见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这两天要赶紧把土翻好，冬至前后栽苗，
时间紧得很哪，我们就先不和你说了，还得去
催下苗子。”说罢，陈正文、滕树文、滕树长3人
迈开了大步，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实、有力。

黔江长春村建股份合作社发展蚕桑业

村民说：看见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本报记者 颜安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艳娟）近
日，重庆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六进”文艺宣传队走进垫江县，市话剧
院的文艺工作者用歌曲舞蹈、诗歌朗
诵、器乐表演等多样的艺术形式，向当
地群众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此次文艺演出节目精彩纷呈，舞蹈
《花开盛世》描绘了气势恢宏的祖国盛
景，诗朗诵《祖国在我心中》诉说了祖国
的苏醒、崛起与振兴，二胡独奏《战马奔
腾》气势磅礴、豪迈奔放……整场文艺
演出为群众展现了美好的生活，反映了
城乡巨变、时代更替，也激励群众不懈
努力去开创美好生活。

“我们文艺宣传队周密组织策划，
精心编排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带到群众身边。”
活动现场，负责此次演出活动的市话剧
院艺术总监郝鹏寿如是说。对此，垫江
县文联书记、主席刘健也介绍：“我们结
合市‘六进’文艺宣传活动，也广泛组织
开展了文艺宣传工作，给群众送去了丰
富的精神食粮，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垫
江落地生根。”

十九大精神“六进”
文艺宣传队走进垫江

为群众
送去精神食粮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2月11日，
重庆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
业”宣讲分队走进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
司。“进企业”宣讲分队成员，市电力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陈连凯向近150名供
电公司职工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的十九大明确，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陈连凯在宣讲中表示，市电力公
司的广大职工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就必须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助力化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陈连凯表示，市电力公司接下来将
继续在全市开展“光伏扶贫”项目，助推
精准扶贫，同时，该公司作为市科委扶
贫集团成员单位，将继续定点帮扶万
州。此外，该公司还将组织“阳光爱心
小组”1213名志愿者开展“点亮求学梦”
特色公益项目；持续关爱100所“国家
电网春苗之家”的留守儿童；实施“光束
行动”精准帮扶贫困农村留守儿童。

“宣讲进一步让我们理解了报告的
背景与要义。”市区供电公司员工王启
立表示，“尤其是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的解读，让我充分意识到，目前
我们的工作重点，不仅是要为用户供上
电，更要为困难群众着想，让他们也用
好电，要通过着力均衡发展，努力满足
广大用户的美好生活需求。”

十九大精神“进企
业”宣讲分队走进国网重
庆市区供电公司

履行社会责任
助推精准扶贫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实习生 张潇予）
近日，“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永川分
团成员、全国妇联巾帼建功标兵文绍英，重庆市“劳
动模范”、永川黄瓜山村党委书记申希泉，永川区教
委办公室主任魏承文等走进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卧
龙凼社区，向当地近150多名社区居民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

“十九大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这充分说明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高
度重视。”为了这次宣讲，魏承文反复研读党的十九
大报告原文，不但把老百姓关心的内容摘抄到笔记
本上，还在党报上查询权威解读文章，在深入学习
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向现场居民宣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申希泉结合黄瓜山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好经
验、好做法，从党的政策助村民增收和农村面貌改善
等方面进行了宣讲，并与大家畅谈未来美好生活。

“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永川分
团12名成员全部来自基层，他们结合各自的工作实
际，从不同的角度宣讲十九大精神。社区工作人员
陈庆嘉说：“听了宣讲，我备感振奋，对未来发展充
满了信心。”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
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让十九大精神家喻户
晓、入脑入心，连日来，永川区开展了多场“榜样面
对面”宣讲活动，面向不同群体进行“对象化、分众
化、互动化”讲解。下一步，该区将继续创新形式，
通过互动访谈、视频直播等形式宣讲十九大精神。

“榜样面对面”十九大精神
宣讲团永川分团走进社区

面对不同群体
进行分众化讲解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国家为
年轻人搭建了科技创新的舞台，你们就
应该敢做‘弄潮儿’，肩负起时代赋予你
们的使命，放飞青春梦想！”12月 11日，

“榜样面对面”宣讲团渝北分团走进仙
桃数据谷。党的十九大代表、重庆永和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架子工班组长杨德
兵，围绕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科技创新的
精神，为100余位科技行业工作者作了
宣讲。

杨德兵说，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农民
工，此次当选十九大代表去人民大会堂参
会，内心十分激动。杨德兵说：“十九大报
告内容博大精深，我听后不禁为我们国家
的强大感到自豪和骄傲，同时也感到自己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杨德兵表示，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工作，不仅加大了资金投入力度，
而且不断完善科研环境，我国科技发展日
新月异。他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提到要培养造就青
年科技人才，在座的科技工作者大都是年
轻人，你们可不能辜负国家的期望，要勇
于承担这一历史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听完宣讲，重庆星河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谭超表示自己很受鼓舞，他说作
为年轻人就应该奋发向上，充满朝气，自
己今后一定要立足本职认真学习，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

“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渝北分团走进仙桃数据谷

创新发展需要青年人放飞青春梦想

12 月 11 日，渝中区朝天门
一工地，“榜样面对面”十九大
精神渝中区宣讲分团成员熊锐
正在给农民工宣讲。当日，两
位宣讲员走进该工地，与来自
全区多个工地的 50 多名农民工
代表面对面交流，并结合工地
建设管理，从讲奉献、重实干、
建设质量强国等方面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据介绍，该宣讲
团 14 位成员全部由各行各业先
进典型中选出，都是在群众中
有口碑、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
模范人物。目前，他们已深入基
层宣讲 29 场，受众达 3000 余人
次。 记者 崔力 摄

“榜样”进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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