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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刊发转载推送新闻信息12800余篇
（条），点击浏览量1.73亿人次……

线下，组织发动1200余人开展宣讲1600余
场，听众21万余人……

一组组数据，印证了党的十九大闭幕以来，
我市扎实推进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进网站”工
作的进展成效。

网友“blog”阅读完重庆日报微信公众号推
送的《跟着党代表学精神》系列文章后，欣然在网
上留言：深入学习领会改革建设“新成就”、国家
发展“新方位”、主要矛盾“新变化”、四个伟大“新
使命”、引领时代“新思想”、强国建设“新征程”、
统揽全局“新部署”、管党治党“新要求”，用党的
十九大精神统一思想。

效果不言而喻！

聚合网络媒体广传播

我市在市属新闻网站及所属新媒体平台首
要位置，推出“领航新征程”“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重庆大
地上”等融媒体互动专题。

人民网总网头条刊发《重庆宣讲十九大：带
着感情进村入户，真抓实干落地开花》，新华网重
庆频道刊发16期《我是宣讲员》系列图文报道，华
龙网融媒体系列专题报道《一个不能少：绝壁上
的“天路”》总点击量高达1.25亿人次；网络媒体
还创作推出《给原汁原味又鲜活接地气的宣讲点
赞》《为十九大精神宣讲的“国家队”打CALL》等
42篇鲜活的评论作品。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按统一部署安排，在
市委网信办组织指导下，市属新闻网站、中央新闻
网站重庆频道和其他网络媒体精心策划重点选
题，深入一线采访报道，创作推出大批优秀网络作
品，及时全面反映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生动场景和进展成效。十九大闭幕以来，累计
刊发和转载推送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相关新
闻信息12800余篇（条）次，浏览量1.73亿人次。

精彩宣讲内容进网站

还记得《重庆6个宣讲分队来报告 我们这
样宣讲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大精神“六进”宣
讲 网民最关心这些》《六进宣讲队邀你加入朋
友圈》这些在朋友圈被疯狂刷屏的H5吗？

这，只不过是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宣讲进网站
活动的一种呈现方式。

为了让网友通过宣讲及时全面准确掌握领
会十九大精神的精髓，吸引更多网民关注，我市
还在网站开设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网上
宣讲堂”专题，融合运用人物事迹短片、党代表当
网络主播、面对面采访、现场提问、微博互动、网
上知识竞赛等方式，生动鲜活地开展十九大精神
网上宣讲。目前已发布网友喜闻乐见的上网作
品209件，组织举办数十场网络直播或网络视频
专访。其中，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
团报告会网络直播吸引130余万人次在线观看，
数千人点赞评论。

不仅如此，我市还创新形式进行微传播。华
龙网、视界网在网站、客户端开设“微宣讲”“微党
课”“微讲坛”，累计发稿180余条，浏览量达250
万人次。遴选“榜样面对面”宣讲和文艺宣讲网
上传播，组织新闻网站深入现场录制宣讲活动实
况，分批次在网上推送宣讲精彩视频和歌曲、快
板词、三句半、舞蹈等节目。

各区县也加大了网上宣讲力度：“在渝中”客
户端、渝中手机台直播十九大代表杨浪浪、赵庆
华宣讲，6000余名网友参与互动；“渝北掌媒”客
户端推出系列手绘本H5《众说十九大》，受到网
民欢迎；南岸区“智慧南岸”客户端开展“讲学赞”

十九大精神互动问答活动13期，覆盖手机用户
18.2万；铜梁区开展“十九大报告诵读会”等网络
主题活动；江北区以创客论坛等方式开展形式多
样、生动鲜活的宣讲活动……

这些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很接地气的网络
传播，吸引了大批网友纷纷留言。网友“飙翁
Linyi”欣然提笔赋词一首：金秋遍地木犀香，伟脊
梁，聚明堂。征程万里、豪语震穹苍。共济同舟
谋发展，光社稷，导行航。绝伦特色五洲強，富城
乡，国隆昌。神州笑傲、三叹九回肠。继往开来
歌盛世，民族梦，创辉煌。

网信系统宣讲全覆盖

在推动宣讲内容进网站的同时，全市网信系
统广泛组织开展面对面宣讲活动，实现了“四个
覆盖”：覆盖网信工作队伍，覆盖新闻网站，覆盖
重点互联网企业，覆盖重点网络社会组织，最终
达到网信系统全覆盖的目标。

正是立足于全覆盖，中央网信办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来渝作了5场宣讲，直接听
众3000余人；全市网信系统“1+6”集中宣讲，邀
请十九大代表、市委宣讲团成员、“六进”宣讲队
骨干集中宣讲7场，各区县网信系统干部职工和
区县新闻网站、互联网企业员工通过视频会议系
统同步参加；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暨2017年网络安全千人培训”；网信系统各单
位领导干部带头深入一线广泛开展宣讲。

截至目前，累计已有 1200 余人开展宣讲
1600余场，听众21万余人。

通过参加这些宣讲活动，网友“红光”在留言
中说：以前有的代表是“会上激动，会后不动”，现
在的代表是一回来就行动，充分体现了“人民代
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相信党的声音一
定能在人民群众中扎根！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网站”

线下宣讲有力度 线上传播有广度
本报记者 何旭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为确保党
的十九大精神更好地落实到基层一线，
市委组织部近日下发通知，启动2017-
2018年度全市村（社区）党员冬训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要通过这一集中教育培
训，助力基层党员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

据了解，此次冬训重点围绕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进行。对
农村党员还要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脱贫攻坚等内容的
培训，对社区党员还要开展城市基层党
建、创新社会治理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等内容的培训。

按照要求，冬训要紧密结合党员思
想工作实际，突出针对性和有效性，重点
抓好四方面内容：一是基层党组织书记
讲一次党课，结合本地实际，切实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讲清楚、讲
到位；二是村（社区）党组织作一次情况
通报，重点通报本地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落实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脱贫攻
坚等情况，并介绍明年工作打算；三是以
村（社区）为单位召开一次座谈会，听取
返乡流动党员在外工作生活情况汇报，
征求参会党员、本土人才、外出创业人士
的意见建议；四是开展一次正反典型教
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通知要求，培训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天，培训对象包括行政村和乡镇所辖社
区的所有党员。根据需要可将入党积极
分子、本土人才、大学生村官、街道所辖
社区党员等纳入培训范围，还可视情况
组织企业、机关、学校等其他领域的党员
参加党课学习。对外出未归的流动党
员、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党员，要通过
QQ、微信、远程视频以及送学上门等方
式组织学习，确保基层实现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全覆盖。

重庆启动村（社区）党员冬训工作
助力基层党员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12月21日下午，一
场别开生面的“榜样面
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会在江北嘴星耀天
地建筑工地举行。十九
大代表、农民工杨德兵
就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
精神与现场近200名建
筑工人分享了他的学习
心得。

记者 廖雪梅 罗
斌 摄影报道

“榜样面对面”宣讲进工地

本真环境润物无声

南川区隆化五小座落于风景优美、人杰
地灵的花盆山麓，是一所有3000余名师生的
完全小学校。建校于1906年，历经后坝小学、
南川师范附属学校等时期，成长为今天的南
川区隆化五小。隆化五小以“本真文化”为校
园文化核心，以“正教育之本 育生命之真”的
办学理念，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之路。

近年来，在南川区委、区政府和教委的指
导下，学校校园建设驶入快车道，实现了校园
整体的绿化、美化、亮化，形成了良好的“花园
式”育人环境。漫步隆化五小，校园无处不洋
溢着浓厚的“本真”气息。求真亭旁美妙的歌
声、真知廊前品读的身影、逸夫楼里朗朗的书
声、育鹰楼中飘扬的书香、景观石上“幸福”

“快乐”的宣言、校赋墙上朗朗上口的《五小
赋》、理念墙上“本真文化”的深刻解读、浮雕
墙上“固本求新 真知力行”的五小学风……
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让五小人浸润在“崇尚

真美 博爱至善”的校风中，润物无声。

课程载体落地生根

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载体，课程文化在
校园文化建设中占据主体地位，对整个校园
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以正教育之本 育生命之真”的办学
理念指引下，隆化五小以“固本求新，真知力
行”的学风来实现“教人求真”和“学做真人”
的本真教育。结合学校地方特色和办学历
史，根据《国家课程标准》和《学校课程方案》，
隆化五小编制出《养成教育》《花开的声音》
《花山吹响葫芦丝》《花山语文》等10余本校本
教材，开发出“花山童心养成”“花山语文”等8
门地方课程，丰富了课程体系。

除扎实实施国家基础课程外，隆化五小
以艺体为载体，结合学校在体育、艺术方面的
多年积淀，学校本着因地制宜、适应性、普遍
性、以人为本的原则，将篮球、足球、乒乓球作

为特色体育项目，将葫芦丝作为特色音乐项
目，将版画作为特色美术项目，开设体艺特色
课程。声声悠扬的葫芦丝、曼妙多姿的各种
舞蹈、有声有色的校园剧、技艺高超的素描
画、版画，已经成为隆化五小一道道靓丽的
风景。

真知躬行硕果累累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
句话深深刻在每一个五小人的心中。从教师
队伍的建设到教学工作、德育工作的展开，隆
化五小始终践行着回归本真教育的核心
理念。

教师队伍建设上，学校通过继续教育、专
业培训、外出学习等多种渠道和措施，为教师
提供成长机遇和平台，引导教师回归本真，继
续学习；教学工作中，五小教师们时刻不忘潜
心研究，在“南川区卓越课堂”活动中不断推
进、锐意进取，在一次次教研活动中迸发真

知，绽放自我；学校德育工作中，主题班会、
“国旗下的讲话和班级风采展示”“五星班队
活动”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德育活动为师生
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在“正教育之本 育生命之真”的校园文
化浸润下，在五小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隆化
五小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下累累硕果。近年
来，全国和重庆市少先队红旗大队、重庆市依
法治校示范校、南川区教学质量优秀单位、南
川区名生培养优秀学校、南川区综合目标考
核一等奖、南川区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单
位等几十余项奖项见证着隆化五小的进步；
200余人次的教师获奖、500余人次的学生各
类竞赛获奖，见证了五小师生的成长。对于
这一切成绩，隆化五小校长郑光灿表示：“我
们始终践行着陶行知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理念来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希望能为学生的终身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明鑫

“巴州形胜，金佛云飞腾
浩气；渝南名郡，凤江潮涌起
雄风。望文峰白塔，古邑南州
发幽情；承尹珍文脉，花山春
柳映桃红......”一曲亦歌亦颂
的《五小赋》，描绘出金佛福
地、花盆山麓欣欣向荣的五小
景象。

党的十九大以来，拥有百
年厚重积淀的南川区隆化五
小紧跟时代步伐，将十九大报
告中“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刻在
心间。在推进教育均衡的进
程中，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本
真 文 化 ”取 得 一 系 列 可 喜
成就。

正教育之本 育生命之真南川区隆化五小

（上接1版）
当年10月，在刘典元多方筹措了10万元

资金后，村级公路开工了，两个月修了1公里。
“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不难了。”他想。

困难，却接踵而至。
第二年，当刘典元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时，钱，却成了最大的问题。
交通局、农委、扶贫办……相关的部门，门

槛都快被刘典元踏平了。
“挤牙膏，一万、两万地给。”刘典元就一

米、两米地修。一年下来，不过修了1.5公里的
“毛路”（意为“机耕道”）。

“毛路”修到了杜家湾，高耸的崖壁绕不过
去了。

刘典元带着老鹰、雪马、梨坪、八树4个村
的400多名村民，用钢钎和铁锤挖隧道。“挖了
两年，却在山肚子里转了个圈，隧道挖成了‘9’
字形。”

今天，被村民称为“杜家湾洞子”的这个隧
道，依然呈“S”形。

“隧道其实只有135米，因为没技术人员，
无法定位，打弯了。”现在的“S”形隧道，是刘典
元找来官阳镇田家煤矿的技术人员重新定位
后，于2004年5月挖通的。

此后，一直到2007年，这条路又断断续续
往前修了1.3公里。

这1.3公里的“毛路”，将人们带到了老鹰
沟的阴坡——大槽、二等崖、山王庙三面连片
的崖壁。

黄权明说，猴子都爬不过这三面崖。

“骗”人来修路，还让人赔了钱

猴子都爬不过的崖，能修路吗？
参与修路的村民如同霜打的茄子——蔫

了，就连施工人员都觉得“搞不过去了”。
“都修到这了，把命丢了也得想办法打通

这崖壁。”刘典元说。可是，面对绝境，并非每
个人都有着同样的决心和勇气。

当地的包工头退缩了，镇政府里绝大多数
人都不愿意陷入这个“泥潭”，就连老刘的家
人也强烈反对。

“总得有人搞啊，要不老鹰村的老百姓怎
么办？”没有包工头愿意接活怎么办？刘典元
只有去“骗”——“我就给所有认识的包工头打
电话，说这个工程有钱赚，可以搞。”

2010年，在停工1年多后，包工头涂远友
在刘典元的“连蒙带骗”下，接下了修路的工
程。

刚一动工，涂远友就知道自己上当了，在
这片崖壁上施工，难度远远超过他的预估。

崖壁直上直下，大型机械设备几乎没有用
武之地，使用炸药爆破又极易引发崖崩，严重
危及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每一米的路，都只能从崖顶往下挖斜面，
挖成半隧道形式，再修成路面。

这样的修路方式，极大地增加了成本。涂
远友修了一年半，只修了600多米的一截“毛
路”。除去施工成本，涂远友到手的不过4000多
元。

可这4000多元，根本无法填补涂远友的
损失：因为之前修的“毛路”垮塌，涂远友所有
的机械设备都无法运出，不得不丢弃在这600多
米的崖路上，总损失超过5万元。

此后，涂远友只要见到刘典元，气就不打
一处来：“骗人来修路，还让人赔了钱，能不生
气吗？”

由于对施工的难度预估不足，在这条路上
赔了钱的包工头远不止涂远友一个人。就这
样，5年后，大槽、二等崖、山王庙崖壁上，3.5公

里的绝壁路打通了！

“人没了，带1000个编织袋进山吧”

这3.5公里，每一步都历经生死。
2010年8月的一天，天气晴好。刘典元

说，那天的事，他这辈子是忘不掉了。多少
次闭上眼，就能看见那被烟尘遮蔽的血色太
阳。

午后，山王庙崖上，两名工人正在打炮眼，
准备装填炸药。

崖壁上没有固定点，刘典元蹲在两人中
间，帮忙稳住风钻。钻头在岩石上“嗤嗤”作
响，扬起的岩屑喷了刘典元一脸。

见固定点已有两三寸深，工人就劝刘典
元到旁边拿水清洗面部，清理喷入口中的碎
屑。

他才走出去 10多米远，崖顶就垮下来
了。刚才还活生生的两个工人，瞬间被碎石掩
埋。

回过神来，刘典元发疯般冲向垮崖处，顾
不上依然有岩石崩落，双手在碎石堆中乱刨。
刨得十指鲜血淋淋，却只刨出残肢断臂。

“人没了，带1000个编织袋进山吧……”
呆坐乱石堆，刘典元用手机给山外报信，泣不
成声。

“人死不能复生，可总得给人把身体都找
回来。”刘典元和村民、工人刨了三天三夜，也
只刨出了大部分，“家属说不刨了，但要记得他
们把命留这儿了。”

把命留在这3.5公里绝壁路上的，还有老
鹰村原支书罗诗财。

2014年9月29日，罗诗财失踪了。

那段时间，时常暴雨倾盆，老鹰村多处山
洪爆发。身在场镇的罗诗财担心村民安危，连
夜从镇上赶到村里查看灾情，顺便带回一些材
料。

“刚刚过崖壁路，黑毛堑那条沟，水特别
大。”时任老鹰村村主任的王远太记得，因为无
法蹚过黑毛堑，他和罗诗财就在黑毛堑两侧进
行了交接，“我把村里的情况和他说了，他把带
的材料用塑料袋子装好，用绳子绑好扔给了
我。”

随后，王远太步行返回村里，可骑摩托返
回镇上的罗诗财却失踪了。

4天后，多方寻找的村民在山王庙崖下发
现了罗诗财的遗体和已经摔烂的摩托。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只有一个信念——把
路打通，才是对逝去的这些生命最好的祭奠。

“路打通了，脱贫就有希望了”

正是这样的信念，让刘典元和老鹰村的村
民们17年一直坚持着，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关注老鹰村这条路。

2015年至2016年，利用烟草专项资金，官
阳场镇到黑毛堑的“毛路”得以硬化，并加装了
防护设施。

今年，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两次到老鹰村
调研，要求一定要打通村级道路，助力老鹰村
产业发展和村民脱贫致富。

今年6月，巫山县交委全面接手老鹰村村
级道路建设项目。

“目前我们已经将黑毛堑至象鼻子崖的机
耕道全部硬化，年底前将完成护栏的安装。”巫
山县交委大昌官阳当阳片区建设工作组组长
潘远国介绍，施工团队还同时由巫溪县兰英乡
西安村向老鹰村修路，机耕道也已修至象鼻子
崖下。

然而，象鼻子崖这短短100米的崖壁，却

成了施工团队几乎不可逾越的天堑。
崖顶有一块向外突出的巨大岩石，崖下又

是滑坡带，这给施工带来巨大的挑战。
因为滑坡，大型机械设备无法立足作业；

如果使用爆破，又会引起山体崩塌，对环境造
成巨大破坏。而且在象鼻子崖下的河沟两侧，
还散居着一些村民，滚落的岩石势必会危及村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现在拟定的方案是在崖下搭建脚手架，
并做好防护措施，由工人利用铁锤和钢钎进行
开挖。”潘远国介绍，如果天气条件允许，这100米
有望在两个月内打通。

这100米，让老鹰村的一至六组和七至
十组，被隔成了两个世界，也让该村至今还有
43户、177名贫困人口。

“我们七至十组现在到场镇很方便，50分
钟的车程，大部分东西都能拉进来了。”12月
20日，七组村民谭圣军正在盖新房，他告诉
记者，“过去路不通，材料进不来，村里都是
土坯房。现在路通了，好多人都回来盖砖房
了。”

可对于一至六组的村民来说，现在要想坐
车到官阳场镇，还要转道巫溪县兰英乡西安
村，从西安村到通城镇，再从通城镇转车到巫
山县大昌镇，然后从大昌镇转车到官阳场镇，
即使不算转车等待的时间，单程也要接近4个
小时。

“老鹰村什么都不缺，吃住医疗都好，就缺
这条路。”胡怀玖的话，说出了所有村民的心
声。

老鹰村山高路远，却适合种植党参、独活
等中药材和烤烟。如今，村里中药材种植面积
3000多亩，烤烟种植面积205亩。

“如果路通了，我们要扩大中药材和烤烟
种植面积，收入会成倍增加。”对于未来，村民
们充满期待，“路打通了，我们脱贫就有希望
了！”

一条未修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