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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简介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1月8日，
2018年第八期“最美巴渝·感动重庆”
月度人物发布会在璧山举行，将生命
定格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第一书记”
杨骅、13年无偿献血两万毫升的“献血
达人”方鹏、含辛茹苦养大“4个儿子”

的爱心夫妇陈礼林、王万玉等10位
（组）感动重庆月度人物或家人代表来
到现场，与市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在13年如一日的无偿献血中，涪
陵区华丰宾馆有限公司保安方鹏在今
年建军节前夕，完成了他的第98次献

血，目前累计献血量已达22600毫升。
方鹏是一名退伍军人，2005年8

月，他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从那时
起，方鹏就开始了撸袖献血的马拉松，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几乎每个月都
会去献两次血小板，已经形成习惯

了。一想到自己的血能挽救别人的生
命，我就感到很自豪。”方鹏说，每次采
集血小板需要一个多小时，在那期间
要不时调整自己的坐姿。

方鹏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在父亲
的支持和带动下，方鹏和姑妈、姑父慢

慢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这一献就
坚持了13年。方鹏说，他们一家人坚
持常年无偿献血的事迹在亲戚、朋友、
邻居之间广为流传，也正是这一份坚
持，家里积攒了厚厚的一叠无偿献血
证，“这些红本本不仅是我的荣誉，也是

一名退伍军人为社会作贡献的见证。”
在发布会现场，主持人询问起方

鹏的愿望，他说，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
标：我今年38岁，希望能在50岁以前，
献血200次。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方鹏很注意自
己的身体健康，生活非常规律，也热爱
运动，他说：“既然我拥有健康的体魄，
就要力所能及地做点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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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十位感动人物的感动故事

一、生命定格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的“第一书记”——杨骅

杨骅，男，48岁，已故，生前系忠县
安监局办公室副主任，忠县金鸡镇傅
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

2017年3月，杨骅主动申请到偏
远的乡镇金鸡镇蜂水村，开展驻点扶
贫工作，他靠双脚一步步勾勒出了蜂
水村的全貌。7月，他被调到金鸡镇傅
坝村继续开展扶贫工作，期间他吃住在
村里，把贫困户当亲人，受到群众爱戴。
在他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蜂水村、傅
坝村先后实现整村脱贫。2018年8月
21日，杨骅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经全
力抢救无效去世，为帮助村民尽早脱
贫致富，他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

二、13年无偿献血两万毫升的“献
血达人”——方鹏

方鹏，男，39岁，涪陵区华丰宾馆
有限公司保安。

2005年8月，方鹏第一次参加无
偿献血。从那时起，方鹏就开始了长
达13年的献血时光。13年来，他累计
献血98次，已达22600毫升。方鹏的
父亲、姑父、姑母也都是无偿献血队伍
的志愿者，成为涪陵远近闻名的“献血
世家”。方鹏说：“想到自己献出的每
一滴血，都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能让
更多危在旦夕的病人渡过难关，我就
感到很自豪、很欣慰。”

三、义务赡养“盲婆婆”的“金牌师
傅”——陈昌永

陈昌永，男，48岁，重庆广电网络
开州分公司渠口站站长。

陈昌永在乡村里当了7年邮递员，
还做了20年的广播电视线路安装维
护工，几乎跑遍了小镇里的每一座山
头。由于工作出色，他有多次机会可
以调到城区工作，但他却屡屡回绝。
之所以拒绝到城区上班，是因为他放
心不下一位“盲婆婆”。6年前，他在外
出服务时，碰到了孤苦伶仃的“盲婆
婆”，便决定义务赡养老人。陈昌永的
母亲得知此事后，也主动来照顾“盲婆

婆”的生活。今年8月，陈昌永被评为
重庆市“十佳金牌好师傅”。

四、钟情火箭事业的“85后”小
伙——舒畅

舒畅，男，33岁，两江新区零壹空
间创始人。

2004年，舒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学习飞行器设计。本科毕业后，
为了弥补自己不懂经济的“短板”，也为
将来创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舒畅进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攻读经济学硕
士。毕业3年后，舒畅决心创办国内首
家做火箭的民营企业。通过不懈努力，
他在两江新区创办了零壹空间。今年5
月17日，由零壹空间研发的中国首枚
民营自研商业亚轨道火箭“重庆两江之
星”成功发射，填补了我国在航天飞行

试验专业助推火箭的空白。
五、含辛茹苦养大“4个儿子”的爱

心夫妇——陈礼林、王万玉
陈礼林，男，78岁；王万玉，女，68

岁，璧山区正兴镇大面坡村居民。
1967年，陈礼林的嫂嫂去世，留下

一双年幼的儿子。1975年，陈礼林哥
哥重病，陈礼林夫妻俩花光所有积蓄
为哥哥医治，最终依然不治。陈礼林
夫妻俩将哥哥安葬后，决定收养哥哥
的两个儿子。加上自家的两个儿子和
年迈的母亲，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
艰难。但是，再苦的生活也没有压倒
夫妻俩，他们省吃俭用，拼命劳作，含
辛茹苦地将4个儿子养育成人。他们
也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际行动，感动
着身边每一个人。

六、柔弱双肩托起家庭重担的坚
毅女子——吴桂芝

吴桂芝，女，46岁，秀山县溶溪镇
梨园村居民。

今年46岁的吴桂芝家中共有六
口人，80多岁患病在床的公公和70多
岁年老体衰的婆婆，两个尚未成人的
孩子，自己的丈夫杨昌盛则瘫痪在床
达12年之久，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了她
一个人身上。吴桂芝没有在困境中屈
服，她对丈夫不离不弃，对公婆悉心照
料，对孩子谆谆教诲，教他们做人做事
的道理。靠着自己的努力，吴桂芝让
自己的小家脱离了苦难。

七、为百姓祛除病痛的针灸医
生——姜兴鹏

姜兴鹏，男，53岁，重庆三峡医专

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副院长。
1990年，怀揣着救死扶伤的抱负，

姜兴鹏大学毕业后来到原万县市中医
院。1998年，在他的建议下，万州首家
针灸理疗科成立。在他的治疗下，无
数中风偏瘫及骨关节炎病人恢复了健
康。为更好地发扬中医针灸技艺，他
自主研制了药泥灸、液体灸、膏药、温
热粗针治疗仪、中药药枕、自发热磁疗
护腰、护膝、经络养生保健服、天灸罐
等系列产品，近 5年获得了 56 项专
利。姜兴鹏说：“给病人解除痛苦是我
最大的幸福，继承中华针灸是我终生
的理想。”

八、紧急救助倒地病人的热心保
安——冯勇

冯勇，男，50岁，铜梁区南城街道

南城社区居民。
8月18日16∶30，一名中年男子乘

坐出租车到铜梁区人民医院看病。刚
下车，该男子突然昏倒在地，生死不
明，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值岗的保安
冯勇发现情况后，迅速做出反应，让同
事立刻通知急诊科安排医生抢救病
人。随后，冯勇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
的心肺复苏，胸外按压约150次后，倒
地男子终于苏醒过来，呼吸和脉搏也
恢复正常，为后来医护人员赶到现场
进一步施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九、危难时刻跳水救人的“电力英
雄”——谭国卿

谭国卿，男，37岁，国网市电力公
司巫溪县供电分公司职工。

8月18日，热爱游泳的谭国卿带
着家人到大宁河观看漂流大赛。突
然，一只赛艇被激浪打翻在悬崖底下，
其中三人随着河水漂了出来。救生员
忙着救漂出水的三人，没注意还有一
个人在悬崖底下疾声呼救。谭国卿发
现情况危急，便纵身跃入水中，凭着熟
练的水性把落水者救到岸边。此时，
救生员和观众也赶到河边，合力将两
人拉上岸。谭国卿跳水救人的事迹传
遍了小城，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电力英
雄”。

十、身残志坚摆脱贫困的“勤劳夫
妻”——邓文齐、谭春群

邓文齐，男，52岁；谭春群，女，50
岁，石柱县六塘乡三汇村居民。

44年前，邓文齐在年仅8岁时，左
手不小心被炸伤而截肢。而妻子谭春
群小时候也遭遇了不幸，烤火时不慎
跌进火炉，双手严重烧伤，最终只留下
三根手指。尽管如此，夫妻俩却不等
不靠，通过自身的勤劳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近年来，夫妻俩种了2亩
中药材、1亩辣椒，同时还种了4亩传
统农作物，年收入2万元左右，加上孩
子们在外务工收入，全年家庭收入超5
万元，2016年顺利脱贫摘帽。

（记者杨铌紫整理）
（本组图片均由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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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鹏杨骅

11月9日，重庆市第八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在巴南区体育馆落下帷幕。
这项旨在让全市人民群众形成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的盛会，自4月13日在
合川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市的312
个代表团和社会单位、21000名市民
参与，无论是参赛人数还是队伍总数，
均创历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新高。

这场历时近七个月的全民参与、
全民共享的体育盛宴，也是重庆市大
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一个缩影。一
年多来，重庆市体育局通过升级品牌
赛事、科学规划场地等措施，让更多市
民参与全民健身。

把项目选择权交给市
民，吸引更多群众参与

“感谢全民健身运动会，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6月14日
的江北区石子山体育公园内，刚刚参
加了重庆市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柔
力球项目的王春花对重庆日报记者
说。

作为本次全民健身运动会的新设
项目，柔力球共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区
县的25支队伍近350余名柔力球爱好
者参赛。

重庆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让更多人民群众参与今年的全民健
身运动会，组委会赛前就发放了群众
体育锻炼调查问卷，广泛收集市民感
兴趣的比赛项目。根据调查结果，决
定把气排球、柔力球、太极拳、国际象
棋等项目加入到全民健身运动会中，
以更好地增强人民群众健身获得感和
幸福感。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为确保各
比赛项目更加贴近市民，全民健身运
动会组委会在各项目的主办地上也下
了不少功夫。“我们通过充分整合资
源，将多个项目交由各市级协会、区县
体育局、社会力量等进行承办，进而让

更多比赛项目落户区县，确保全市各
个区县的人民群众都可以参与到群众
体育综合赛事中来。”这位负责人说。

提档升级品牌赛事，让
参赛者拥有更好体验

“在奔跑过程中能领略玉龙山、龙
水湖的湖光山色，这样的好赛事请给
我再来一打。”4月22日，云南选手周
波率先冲过大足龙水湖半程马拉松的
终点线后，完成了该项比赛的三连冠。

周波的话也说出了众多参与大足
龙水湖半程马拉松爱好者的心声。重
庆日报记者在对50名长期参与该半
程马拉松赛事的选手进行调查之后发
现，赛事的不断提档升级，是吸引他们
前来大足参赛的最大动力。

“从2017年提供直通‘重马’名额
到2018年的全环湖赛道……一次次
的赛事升级背后，实质上体现了我们

希望把这项赛事打造为‘国内领先、赛
道最美’的品牌赛事所做的种种努
力。”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说。

“群体赛事也需不断提档升级，才
能让参赛者获得更好的比赛体验。”市
体育局相关责人介绍，为实现“区区有
品牌，县县有特色”，重庆市不仅打造
了重庆国际马拉松赛、重庆国际女子
半程马拉松赛、中国开州汉丰湖国际
摩托艇公开赛、中国武隆国际山地户
外运动公开赛、重庆长寿湖国际铁人
三项赛等一系列品牌赛事活动，还对
重庆品牌群体赛事进行提档升级。如
今，重庆国际马拉松赛已成为“双金
标”赛事，重庆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
被认证为“银牌赛事”，大足龙水湖半
程马拉松也有望在明年被认证为“铜
牌赛事”。

此外，重庆还开展了重庆市龙舟
系列赛、“寻迹九龙”重庆市首届全民

越野挑战赛、重庆市体育舞蹈锦标赛
等80余场大型全民健身活动，实现赛
事活动的常态化，进而带动体育人口
的持续增长。

场地不断增多，市民健
身更加便捷

4月28日，重庆市首个城市体育
服务综合体莱茵体育（重庆盘龙）生活
广场正式对外开放。在这个有着
48000平方米的综合体内，不仅配备
了人们常见的游泳池、篮球场、足球
场、攀岩等运动场地外，还将带来室内
潜水、室内冲浪、室内OP帆船等新兴
项目。

今年 8 月，我市首家室内滑雪
场——际华园室内滑雪场也正式投入
使用。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室内滑雪
场，际华园有一条长约150米、宽约38米、
落差达21米的专业滑雪赛道。场馆

内的14台造雪机、28台冷风机和6台
飘雪机，也能让市民一年四季体验到
雪上运动的乐趣。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局群体处
了解到，为进一步满足市民群众就近
健身的需求，重庆市通过积极引入社
会资本，修建了莱茵体育（重庆盘龙）
生活广场等一系列体育服务综合体，
还按照《重庆市保障和改善民生行动
计划（2018—2020年）》要求，以每个
社区健身点补助5万元的经费标准和

“七个有”的建设标准，今年新建了300
个社区健身点。

此外，重庆市体育系统还结合《重
庆市“实施乡村文化兴盛行动”工作方
案》，在18个深度贫困乡（镇）行政村
投入补助资金870万元，建设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174个。

“同时，我们还通过积极争取中央
财政支持，在完成运动校、奥体中心综

合馆和小球馆、市竞训中心游泳跳水
馆项目的建造前期工作的同时，还将
建设足球场、全民健身中心、城市体育
公园等一系列专项体育设施，方便群
众进行锻炼。”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说，今年年底，利用城市边角地打造的
30个社区体育公园就将投入使用，预
计到2020年，重庆市将新建50个城市
体育公园，力争实现每个区县至少有
一个城市体育公园。

社体指导员、单项运动
协会帮助市民科学健身

作为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街道大
路社区的专职社会体育指导员，67岁
的彭东芳，除了每天晚上在社区的健
身小广场义务率领居民们习练太极拳
外，她还有另外一些职责：负责社区健
身路径的维护管理，协助街道组织社
区小型健身运动会等。

据了解，目前重庆市共有社体指
导员62686人，预计到2020年，重庆
市每万名市民将拥有社体指导员25
名以上。

“社体指导员要带领市民科学健
身，还需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市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重庆通
过举办一系列技能培训班，已培训各
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5905人。

群众体育的发展也离不开竞技体
育的带动。比如，随着攀岩世界杯、攀
岩亚青赛等高水平赛事落户重庆，重
庆市攀岩运动协会也应运而生。该协
会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攀岩运动在我
市的开展，让更多市民体会到该运动
的独特魅力。

除了攀岩运动协会，重庆市在今
年还成立了市空手道运动协会、市击
剑运动协会、市棒垒球运动协会等9个
单项协会。目前，全市已有各级单项
运动协会54个，预计到2022年，全市
单项运动协会的总数将达60个以上。

让全民健身更科学更快乐 重庆这样出招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年轻市民在第八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上
跳健身舞。

记者 卢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