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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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义务照顾邻居42年的老党员——陈光孝
陈光孝，男，70岁，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沪汉

社区居民。
陈光孝是一名有着 50 年党龄的老党员。

1976年，陈光孝的邻居蔡老师左腿摔伤，由于没
得到及时治疗，导致左腿残疾。从得知邻居摔伤
的那天起，42年来，陈光孝担负起了照顾他的重
担，帮他料理家务，带他看病，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起居。平日里，只要蔡老师家有事，陈光孝立马
赶来，为这个非亲非故的弟弟奔走帮忙。8年前，
陈光孝还组建起社区里的“爱心送餐队”，义务为
10余名社区高龄独居老人送餐，目前爱心送餐队
员已有50多人。

二、热心支持公安工作的退休工人——黄明华
黄明华，男，71岁，酉阳县小坝农场退休职工。
1993年，黄明华在农场从事保安工作，从此

与公安结缘。二十多年来，他协助公安机关抓获
多名犯罪嫌疑人，并成功劝导涉及一宗案件的8
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2008年退休后，黄明华
依然热心支持公安工作。2017年，桃花源街道天
山堡发生一起案件，由于民警不知道小路，黄明
华便带领民警翻山越岭到达案发现场。如今虽
已年迈，黄明华说，“只要我还能动，我就对公安
工作支持到底，能够配合公安抓获一名犯罪嫌疑
人，社会就多一份安宁。”

三、不惧危险的灭火民兵——邓中华
邓中华，男，50岁，垫江县太平镇松花村居民。
2018年4月3日上午11点左右，垫江县沙坪

镇平乐村突发森林火灾，火势随风迅速向四周蔓
延，临近的山林陷入一片火海。火情发生后，垫
江县迅速组织800多人赶赴现场扑救。作为一名
应急民兵，邓中华也加入到了灭火队伍中。在投
递灭火弹的时候，由于火势凶猛，他手中的一枚
灭火弹爆炸，最终导致右手拇指截肢。“我不怕危
险，只要大家安全。”这是邓中华时常挂在嘴边的
话。生活中，他也是一名侠肝义胆的人，曾不顾
危险成功制服一个抢劫超市的歹徒。

四、在高速路上因公殉职的交通执法队员
——肖梁川

肖梁川，男，32岁，已故，重庆市交通行政执

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二支队二大队队员。
2018年4月2日22时40分，肖梁川接到报

案，在G42沪蓉高速云龙往梁平方向有车辆燃
烧。肖梁川与同事立即赶到现场，发现一辆摩托
车正在行车道燃烧。经现场询问，肖梁川得知摩
托车油箱还储有汽油，随时有燃爆危险。为及时
消除险情，肖梁川立即要求现场人员转移至安全
区域，安排同事取出现场防护标志对事故现场进
行控制，自己则不顾危险拿起灭火器对燃烧的摩
托车进行灭火。正当火情得到控制时，肖梁川不
幸被后方驶来的小轿车撞击，当场因公殉职，年
仅32岁。

五、流浪乞讨人员的“贴心人”——王大中
王大中，男，61岁，大足区救助管理站退休干

部。

虽然曾经担任多个职务，但王大中始终把自
己当作救助站里流浪乞讨人员的“接送员”、“服
务员”、“贴心人”。面对离家出走的流浪少年，他
如父亲般耐心慈祥地开导劝说，并把他安全送回
家；面对浑身散发着浓烈刺鼻味道的80岁流浪老
太太，他像照顾自己母亲一样帮她洗发、梳头、洗
衣服，让她在救助站感受到家的温暖……35年
来，一本厚厚的地名册被王大中翻得破烂发黄，
他经手接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共有1万多名。

六、奔走在田间地头的“背篓检察官”——潘珂
潘珂，男，37岁，黔江区人民检察院濯水检察

室主任。
2015年10月，潘珂从黔江区人民检察院派

驻到濯水检察室工作。检察室有一位老检察官
徐维新，每次下乡去给百姓普法时，他都喜欢把

资料装在背篓里。2016年7月，老检察官徐维新
离开后，潘珂接过了那个沉甸甸的背篓，走遍了
全区的219个村子。检察室除潘珂外，还有其他
7名同事，潘珂作为检察室主任，每次背着背篓进
村入户时，几名检察干警轮流和他搭档。今年以
来，潘珂背着背篓走进了40余个村社，开展了60
余场法治宣讲，受理30余件群众申诉案件。

七、坚守换来绿林的“守山人”——郑隆明
郑隆明，男，63岁，潼南区塘坝镇封坝村护林

员。
郑隆明从小便与山“结缘”，他的爷爷郑吉山

是他们家第一代“守山人”，1960年郑吉山去世
后，郑隆明的爸爸郑德川接力看护马鞍山，成为
第二代“守山人”。2007年，郑德川去世，守护马
鞍山山林的任务，落在了郑隆明的身上。种树、

防火、防盗伐，在郑隆明的悉心守护下，马鞍山森
林绿化面积由500亩扩大到1100余亩，他用坚守
换来了满山的绿林。

八、背着老母亲看马拉松的“璧山孝子”——
黄勇

黄勇，男，43岁，璧山区奇乐幼儿园副园长。
2018年4月22日，璧山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在

璧山区人民广场开赛，而在人们将目光投向精彩
比赛的同时，黄勇背着90岁老母亲看马拉松的照
片和视频更是以“10万+”的点击量刷爆朋友圈，
被网友赞誉为“璧山孝子”。长期以来，黄勇都是
用这样的方式背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母亲逛
公园和短途旅行，关心母亲的衣食起居。黄勇
说：“妈妈没出过远门，接下来，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我还准备带妈妈去外省走一走。”

九、照顾弟弟62年的朴实村民——李盛洪
李盛洪，男，76岁，荣昌区龙集镇抱房村居

民。
李盛洪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他的父亲、大

哥都患有残疾。李盛洪13岁那年，9岁的三弟因
病致残，让这个原本就十分困难的家庭雪上加
霜。迫于生活的压力，李盛洪小学毕业后就辍学
回家与母亲一起挑起了家庭的担子。几十年间，
李盛洪以孝心、爱心先后送走了父母和兄长，对
残疾的三弟始终不离不弃，拒绝把他送到敬老
院。只要有空，李盛洪会背着弟弟到村里的小茶
馆坐一坐、喝喝茶，让他与乡亲们摆摆“龙门阵”，
放松心情。

十、斩获全国大赛银牌的独臂“乒乓女
孩”——刘婷婷

刘婷婷，女，19岁，彭水县靛水街道古文村居民。
9岁那年，刘婷婷不慎触碰高压线导致右手

被截肢，落下8级残疾。小学的一次体育课，刘婷
婷喜欢上了乒乓球。从那以后，乒乓球伴随刘婷
婷度过了小学和中学。2017年，重庆市残疾人乒
乓球锦标赛在万州开赛。刘婷婷代表彭水队参
赛，一举拿下了女子组TT9级单打冠军。今年4月
26日，刘婷婷代表重庆队参加2018年全国残疾
人乒乓球锦标赛，与山东女孩组合摘得TT9级别
女双项目银牌。 （记者 杨铌紫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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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四期感动重庆月度人物揭晓

听平凡人讲述不平凡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分享感动故事，共
建最美巴渝。7月6日，2018年第四期“最美巴
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发布会在潼南举行，义务
照顾邻居42年的老党员陈光孝、热心支持公安工
作的退休工人黄明华以及奔走在田间地头的“背
篓检察官”潘珂等10人获选，用坚守换来绿林的

“守山人”郑隆明等感动人物在现场分享了他们的
感人故事。

平凡孕育伟大，感动传递力量，每一次感动人
物的发布，背后都有无数感人故事。今年63岁的
郑隆明是潼南区塘坝镇封坝村的一名护林员，在
分享会现场他介绍说，自己从小便与山“结缘”，他
的爷爷郑吉山是他们家第一代“守山人”，1960年

爷爷去世后，他的爸爸郑德川接力看护马鞍山。
因为父亲的关系，郑隆明每年都要到马鞍山转上
无数次，马鞍山是他童年最深的记忆。

郑隆明1966年就以“护林人”的身份走进马
鞍山，那时他才12岁。郑隆明回忆说，由于当时
山中树木常被人砍掉当柴烧，森林面积逐渐减少，

那年学校停课回家后，父亲建议他一起帮忙照看
马鞍山，村里每天会给他两个工分的酬劳。从此，
郑隆明每天带着镰刀、锄头到山里巡逻，开始了守
山护林的生活。

2007年，父亲去世，守护马鞍山森林的任务，
落在了郑隆明的身上。种树、防火、防盗伐，郑隆

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悉心守护，马鞍山的森林绿
化面积由500亩扩大到1100余亩，他用坚守换来
了满山的绿林。

“如今每周我们都会上山植树。当了村干部
的儿子、放寒暑假的孙子也会回来一起种树守
山。”谈到儿孙的加入，郑隆明很是自豪。为了扩

大马鞍山的绿化面积，每年春秋两季，他都会号召
村民、志愿者到山上植树。不仅如此，郑隆明还亲
自培育树苗，春秋两季时，人们总能看见他肩扛锄
头、手拿树苗往山里走。郑隆明把马鞍山当作自
己的孩子一样，他说：“只要我还走得动，就会一直
守着它们。”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由
黄健新监制、冯巩主演的主旋律喜
剧电影《幸福马上来》自6月8日上
映以来，广受好评。片中“调解超
人”马尚来（冯巩饰）游走于大街小
巷，为邻里百姓调解矛盾，处理家
庭与工作关系的故事让观众眼前
一亮。作为该人物在现实生活中
的原型——现任江北区观音桥街
道办事处调研员的马善祥，以及他
所代表的人民调解员这一群体，也
因此受到不少市民的关注。

马善祥是如何看待这部电
影？这部电影是否真实反映了人
民调解员的日常？7月8日，重庆
日报记者对马善祥进行了专访。

“作为首部以人民调解员为题
的电影，《幸福马上来》不仅很好反
映了人民调解工作队伍的工作状
态，也让人民调解员这份职业更加
广为人知。”马善祥对重庆日报记
者说，在《幸福马上来》拍摄阶段，
冯巩以及他的团队曾多次和他进
行沟通交流，影片中所涉及的一些
案例，也是根据马善祥曾经调解过

的案例进行的艺术创作。
《幸福马上来》中，冯巩饰演的

马尚来与刘昊然饰演的马晓之间
的父子戏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
真实的马善祥，家人也不理解支持
他的工作吗？马善祥说，这样的戏
份是电影需要，是艺术处理。

“作为一名人民调解员，首先
要做好的就是调解好自己的家庭
矛盾，毕竟家庭是我们最坚强的后
盾。”马善祥说，自从成为人民调解
员以来，即使有时我会因为工作的
原因早出晚归甚至是深夜加班，但
家人都不会抱怨，因为他们知道我
热爱这份工作。”

马善祥表示，整部影片最为出
彩的案例莫过于马尚来以情动人、
巧妙化解火锅店老板娘孙二香的
心结了。“对于人民调解员来说，在
调解矛盾时首先应做到的是化解
矛盾，但当矛盾无法避免之时，不
仅要做到以理服人，更要做到以情
动人。”马善祥说，影片中这一案例
无疑全面向市民展现了人民调解
员的工作状态，值得点赞。

马善祥谈《幸福马上来》：

让人民调解员更加广为人知

本报讯 （记者 王濛昀）7月
3日至6日，“用热血铸就忠诚 用
生命守护平安”——杨雪峰先进事
迹报告会先后走进万州区公安局、
彭水县公安局、黔江区公安局。三
地公安机关近2000名公安民警、
辅警聆听了杨雪峰的生平事迹，引
起热烈反响。

7月3日，报告团成员来到万
州区。报告团成员的深情讲述，
深深打动着现场所有听众。“杨
雪峰的事迹对我们来说就是一
面旗帜。它所产生的榜样力量
会使我们永远牢记作为一名警察
的责任。”万州区公安局政治处主
任付操说，他将继承和发扬杨雪
峰的精神，永葆人民警察忠诚本
色。

随后，报告团一行人来到彭水
县公安局，600 人的会场座无虚
席。整个报告会过程中，全场响起

一次次掌声。“杨雪峰是公安民警
永远的骄傲，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公
安队伍，但杨雪峰还是我的榜样，
我依然能老有所为，继续发挥余
热。”李继儒曾担任过彭水县公安
局拘留所所长、保家所所长等，退
休后，他自发组建了义务治安巡逻
队和保家普法演艺团，调解邻里纠
纷矛盾300余件。

在黔江区的报告会上，黔江区
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刘贝璐不
时用纸巾拭去泪水。“杨雪峰在颈
部、腹部已受致命伤的情况下仍然
死死抓住嫌疑人的右手，拼尽全力
打落他手中的尖刀。每每想到这
里，我都感到心痛和敬佩。”刘贝璐
说，作为一名女警，在执行任务时
也应拥有不输男警的气魄和勇气，
不管在何种境遇下都要坚持心中
的正义，不负“警察”二字赋予自己
的使命与职责。

杨雪峰先进事迹报告团
走进渝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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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梁川

“天气热，我们的‘水花’（指鱼苗）
销售更火。”前不久，38℃高温下还在
池边管理鱼苗繁殖的刘文俊，抹了一把
脸上的汗水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永川
水花”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凭借
品牌效应，我们的‘水花’不仅销往全国
20多个省，还走出国门，销到俄罗斯、
中亚和东南亚国家。”

高温下，刘文俊在“水花”繁养池边
忙这忙那。他的女儿刘翠则在电脑旁
管理淘宝上的销售网店，生意很好。

父女俩之所以这样忙，源于刘文俊
探索出的“一年三产”繁殖技术。

农民与教授合作做科研课题

永川区卫星湖街道大竹溪村，840
多亩“水花”繁育池里，运用的都是刘文
俊探索成功的“一年三产”技术。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按书上的相
关专业理论，家鱼一年只能产卵一次，
也就是说，“水花”一年也只能生产一
批。

刘文俊说：“经过仔细观察，我从产
过卵的种鱼身上，发现有第二次产卵的
迹象。当时我就想，这鱼能否一年多产

呢？于是利用种鱼，我开始进行第二次
生产的试验。”

经过几年的探索，刘文俊打破了“家
鱼一年只能产卵一次”的传统理论，探索
出了“一年生产3次‘水花’”的技术，并
获得成功。该技术在全国尚属首创。

“我这靠实践摸索出的技术，引起
了专家教授的兴趣。”刘文俊说，重庆文
理学院的姜希泉等6位教授和专家，主
动一起参与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对这
一技术进行完善。

2007年，重庆市科委也为这一技
术的完善研究立项，下达《草鱼一年三
产的卵细胞发育及其条件研究》课题项
目，姜教授和刘文俊都是课题主研人
员。

经过几年的研究，“一年三产”从理
论到实践得以完善。2010年，市科委
下达的课题结题，在理论上，打破了“家
鱼一年只能产卵一次”的传统理论，也
为“水花”生产，拓宽了一片天地。

“一年三产”成就一个产业

“‘一年三产’技术，目前已成就了

一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永
川水花’品牌。”刘文俊说，这一品牌不
仅在全国20多个省市被认可，还让“水
花”迈出了国门。

这“一年三产”的技术有多牛？
刘文俊说，除了“水花”繁殖的亩产

量提高了两倍以上外，质量也有提高，
效益更是翻了好几倍。运用这一技术，
每亩的年纯收益，最好的可达3.5 万
元，最低的也有2万元。

有了这核心技术后，刘文俊牵头成
立了有200余户村民参加的“水花鱼养
殖专业合作社”，并注册“永川水花”商
标，申报成功“永川水花”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在专业合作社，刘文俊将“一年三
产”技术无偿提供给所有社员，在销售
上统一使用“永川水花”商标，增强了品
牌的效应。

有产品品质保证的“永川水花”，迅
速在全国、特别是西南地区赢得了市
场。大竹溪村840多亩“水花”繁育基
地，也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水花”繁育
基地。而“一年三产”技术，不仅在草鱼
等“四大家鱼”中运用，还扩大到武昌

鱼、桂鱼等鱼种中。
品牌的市场效应，使“永川水花”

这些年来一直不愁销路，市场占有度
越来越高。刘文俊说，目前，50%以
上的重庆市场，都被“永川水花”占
领。

品牌吸引回十多名“鱼二代”

“永川水花”品牌的市场效应，不仅
为从事“水花”产业的村民带来经济效
益，也为永川的这一产业，集聚回“鱼二
代”的人才。

刘文俊的女儿刘翠大学毕业后
回到村里，在淘宝上办起了“水花网
店”，专职负责父亲繁育的“水花”销
售，经营得红红火火。刘文俊说，这
网店每天都有几百、甚至上千人关注，
仅6月 25日，关注的人就有1300 多
人。

邹青也是一名“鱼二代”，在重庆工
商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村里，开起了

“永川水花”网店，还学起了“一年三产”
的“水花”繁殖技术。

“我的女婿从贵州医科大学毕业
后，在一家医院里当麻醉师。他在城里
开了一家销售‘水花’的网店和一家实
体门市，年纯收入三四十万元。”专业合
作社社员刘文强说。

“都说乡村振兴需要人才，我们这
‘水花’产业，已经为村里吸引回了一批
人才。”刘文俊说，目前，“水花”养殖专
业合作社已吸引了7位大学生、4位中
职生的“鱼二代”回乡，参与到父辈的

“水花”产业中来。

“一年三产”成就一个特色产业

“永川水花”吸引“鱼二代”回乡创业
本报记者 罗成友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7月 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北碚区获悉，连日
来，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截至
8日，北碚区已累计拆除缙云山“一区
四线”范围内违章建筑 333 处、面积
62474平方米。

为准确掌握缙云山自然保护区北
碚境内的建筑和住户情况，该区组织了
专业人员对自然保护区内的核心区、缓
冲区、实验区进行了全覆盖入户调查摸
底，统一印制了《入户调查摸底表》细化
调查内容。

北碚区国土事务中心主任蔡丹介
绍，摸排采取外业调查与内业审核同步
进行。6月27日，北碚提前一周全面
完成农房入户摸底工作，收集了20多
万条信息。目前，该区正加紧进行信息
清理核实，力争早日形成调查报告，为
相关政策出台提供参考。

为彻底解决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努力实现百姓富生
态美，北碚区相关部门和街镇对保护区
内各类违章建筑继续开展整治，并将综
合整治范围延伸到“一区四线”：即缙云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花石至缙云山

景区大门公路沿线、缙云山健身梯道沿
线、缙云山索道可视范围、渝武高速缙
云山出口至温泉城公路沿线。截至7
月8日，共拆除“一区四线”范围内违章
建筑333处、面积62474平方米。其
中，在保护区核心区，两栋总建筑面积
达1565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已被整体拆
除。

重庆日报记者在北碚城区三花石
至缙云山景区大门公路沿线和白云竹
海附近看到，曾经杂乱的店招店牌和乱
搭乱建棚伞已被拆除，一批私自开通的
道口被封闭，市政工人正在沿道路进行

绿化设施整治。目前，该区已累计拆除
店招路牌近600块，整治人行道花台树
池300多平方米。截至7月8日，当地已
累计栽植花卉及绿植4560余盆（株），
复绿超过1600平方米。

下一步，北碚还将对缙云山风景区
进行景观升级打造。针对缙云山农家
乐环境脏乱差、乱搭乱建现象突出等问
题，当地有关部门已组成联合执法组，
统一拆除农家乐违规搭建的彩钢棚等
附属设施，加大对缙云山农家乐的监督
检查力度，已执法检查农家乐96家，引
导农家乐规范经营。

北碚缙云山保护区已拆除违章建筑333处
核心区两栋总建筑面积超1565平方米的违建被整栋拆除

（本组图片均由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