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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6月
20日至26日，7集党史纪录片《红岩
家书》在重庆卫视、重庆日报客户端、
上游新闻等多个平台播出，受到市民
和网友广泛关注。网友纷纷转发链
接，在留言区留言，致敬红岩英烈，传
承红色基因。

据了解，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的指导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
总站、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重
庆出版集团、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
展管理中心等多家单位开展了“红
岩家书——寻访红岩绝笔后人”联合
行动，出版发行《红岩家书》图书，并
重磅推出7集党史纪录片《红岩家
书》。6月17日，《红岩家书》新书暨
纪录片在渝首发。

《红岩家书》纪录片以亲情为纽
带，用详实的史料镜头、精美的重现
画面，生动讲述多位红岩烈士追寻
信仰的感人故事，以及后人继承遗
志、传承家风的奋斗历程。拍摄团
队专访到十余位年过八旬的烈士后
代，对宝贵的红岩资源作了抢救性
挖掘。

“最近我走在小区中，很多社区
居民都说看了《红岩家书》新书和纪
录片后很受教育，进一步了解了红岩

英烈的不朽功勋和共产党人的坚定
信仰，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
的坚定信心。”著名红岩文化研究专
家、《红岩家书》图书主创厉华说，最
令他感动的是，烈士家属继承了英烈
遗志，坚强生活，踏实付出，在各自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他认为，
这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将激励更多
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以奋斗之我圆梦
青春中国。

红岩英烈蓝蒂裕烈士的儿子蓝
耕荒最近也听到亲朋观看《红岩家
书》纪录片的反馈。“红岩英烈有着顶
天立地的浩然正气、钢铁般的意志和
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他们的精神感
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蓝耕荒
说，《红岩家书》纪录片生动诠释了红
岩英烈的精神，对观众有着极大的鼓
舞，将激励观众以英烈为榜样，在生
活和工作中传承和发扬英烈精神，把
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

《红岩家书》纪录片更感动了许
多市民。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革新
社区居民王雪有着36年党龄，她观
看纪录片后说，这部纪录片让她重温
革命烈士事迹，更加牢记新中国来之
不易、和平来之不易，更加坚定了继
续前行的信念。

《红岩家书》纪录片受到广泛关注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加强
“四史”宣传，建设法治文化，打造党建
阵地，强化党员教育。6月25日，重庆
市检察机关党员教育中心在国家检察
官学院重庆分院正式挂牌成立。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为切实
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要求落到实处，市检察院
依托重庆市级机关党校检察分校和
国家检察官学院重庆分院，于3月
25日正式启动建设重庆市检察机关
党员教育中心。经过3个月的努力，
基本建成包括党员教育主展馆、党员
学习沙龙厅、标准化党建活动室于一
体的党员教育中心。

党员教育主展馆建筑面积240
平方米，以“忠诚的力量”为主题，精
心设计了序厅、主厅、尾厅三个部
分。序厅前言鲜明指出“信仰是旗
帜，忠诚是力量”，并配以铜色浮雕、
环幕视频。主厅部分呈现了“精神家
园——流淌的血脉”“力量源泉——
永恒的信念”“人民江山——如磐的

初心”“使命必达——钢铁的担当”四
大主题，以图文、画屏、投影、二维码
等形式，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
的百年历程，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忠诚
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的初
心与使命。尾厅题写了新时代坚持
党的领导、推进检察事业发展的铮铮
誓言。整个主展馆包含了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重庆地方史、人民检察史的重要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贯穿了中国共产党
人不懈奋斗、不怕牺牲、理论探索、为
民造福、自身建设等内容，同时回顾
了近年来重庆市检察机关围绕中心、
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的典型案事件，
展示了新时代重庆检察人接续奋斗
的足迹。

党员学习沙龙厅、标准化党建活
动室分列党员教育主展馆两侧，主要
为党员学习教育功能所用，注重党建
理论学习，营造温馨氛围，是继图书
馆后兼具学习、会议、活动功能的党
建之家。

重庆市检察机关党员教育中心成立

□本报记者 王亚同

他们，或是在基层工作多年的“老
社区”，或是“85后”大学生，都把在社
区一线团结服务群众当成了努力方
向；

他们，秉持入党时的初心使命，扎
根社区，以心换心以情动情，让群众凝
聚在党旗下，让老旧小区焕发新生；

他们，爱民至深，办好群众家门口
的一件件小事……

他们，是我市基层社区党组织书
记代表。

6月27日，2021年中共重庆市委
宣传部“我在社区服务群众”记者见面
会举行。会上，渝中区中山二路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程燕，沙坪坝区
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杨春敏，江北区五里店街道
渝能阳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肖和等3名基层社区党组织书记，用
质朴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分享了
在基层社区践行党的理论宗旨，团结
带领广大群众不懈奋斗、追求美好生
活的故事。

创新管理破解老旧小区难题

两路口街道中山二路社区，以前
配套差、设施旧、隐患多、环境脏等问
题突出，是个典型的老旧社区。

在社区工作岗位干了近20年的
程燕，始终把社区居民群众当成自己
的亲人，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作为
一名“老社区”，程燕坚持以办好群众

家门口的事为目标，团结带领社区党
委一班人探索“党建引领物业管理”服
务模式，破解老旧小区社会治理难题，
使“三无”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环境
更优美、生活设施更完备、邻里关系更
和谐。

其“党建引领物业管理”服务模式
荣获全国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创新案
例，社区也被评为重庆市最美宜居小
巷社区。

杨春敏所在的团结坝社区是个老
厂区转型社区，除做好一般服务工作
外，还要关注失业人员、空巢老人等特
殊群体。为此，杨春敏发起开展了“三
个居务”帮扶活动，其中，“牵手居务”，
帮400多名失业人员找到了新工作；

“温暖居务”，动员社区党员志愿者给
33名空巢老人当“儿女”，帮助他们交
水电费、拉家常等，暖了空巢老人心。

“阳光居务”，针对服刑人员子女无人
照看的情况，发动社区党员志愿者给
他们当“代理爸妈”，让团结坝的每个
孩子都享受有父母陪伴的生活。

保持初心赢得居民的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保持
矢志不渝的初心。”2005年进入社区
工作，2007年当选为社区党委书记，
杨春敏始终将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投入
社区，以心换心、以情动情，让老旧小

区重新焕发生机。
回忆刚到社区工作时，杨春敏记

得，曾有居民对她抱怨“因环境脏乱差
亲家都不愿意上门”的事情。深受触
动的她自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办好这
件群众的“闹心事”。那时，社区里有
一处深达8米且臭气熏天的垃圾坑，
为解决这个“卫生死角”，她当即找来
一根绳子让同事把她吊到坑里，一箩
筐一箩筐地清理积存垃圾。看到新来
的社区书记带头，社区居民也从观望
转为自发加入清理。自此，杨春敏打
开了工作的局面。

2009年，大学毕业的肖和踏上了
社区工作的岗位，一开始居民们看他
年轻，对他解决困难的能力抱有怀
疑。为推动社区治理，肖和把目光转
向了互联网，并牵头开发了“云端议
事”小程序，包括网上党组织、网上业
委会、网络上反映问题等功能。

“如关于公共区域收益怎么使用
的问题，一般小区都是公示在小区楼
栋，但有了‘云端议事’小程序以后，我
们把公共区域的收支情况发布在这个
平台上，每个居民都清楚知道公共区
域收了多少钱、用了多少钱、还剩多少
钱。”肖和说，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发“云
端议事”小程序，有效帮助上班族在手
机上掌握小区各种信息，大大调动了
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积极性。

把好的工作经验总结传承下去

“我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国企，那时
车间有几个老党员，每月考核他们都
是安全优、质量好，这对我的触动很
大，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也要争取成
为共产党员。”程燕说，入党时单位组
织新党员到歌乐山烈士陵园集体宣
誓，革命先辈们的奉献牺牲精神一直
深深激励着自己，哪怕再苦再累的工
作都保质保量完成。

肖和所在社区包括3个物业小区，
因种种原因矛盾比较突出。如某小区
存在多年的“半封闭”问题，因各方出
资问题，小区大门建设一直拖而不
决。了解情况后，他及时联系社区党
委、物管、业委会、居民代表等召开联
席会议，最终推动小区建好了大门。

“你们建的不是小区大门，而是我们的
心门。”一位居民的感慨令肖和终生难
忘，“居民的认可就是最大的动力，我
将一直扎根在社区为大家服务。”

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杨春敏希
望把好的工作经验总结传承下去，带
出一批年轻的社区书记，为此，“杨春
敏党代表工作室”应运而生，她带领同
事们收集社区普遍的“疑难杂症”，把
处理过程、结果评估进行分享。目前，
共有102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接受
过工作室的培训。

他们扎根社区用真心换民心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6月27
日下午，2021年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我在社区服务群众”记者见面会举
行。程燕、杨春敏、肖和等3名来自我
市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亮相见面会，
分享了各自践行党的理论宗旨，团结
带领广大群众不懈奋斗、追求美好生
活的动人故事及心路历程，并与媒体
记者进行互动交流。

3名基层社区书记代表均来自中
心城区，其中，程燕是渝中区中山二路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春敏是
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肖和是江北区五里
店街道渝能阳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

现场，他们介绍了自己和所在社
区的基本情况，重温入党时刻并延续
至今的初心和使命，讲述了在社区一
线团结服务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创
新开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故事，分享
了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等
方面的心得，交流了在工作中化解矛
盾纠纷、改善社区环境、服务困难群体
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等。

从化解困难问题到交流成果心
得，从个人自我成长到社区整体提升，
从以身作则改善社区环境到投用“云
端议事”小程序动员全体居民参与，从
分享基层党建工作感悟到推介社区经

验和景观……1个多小时的面对面交
流中，三位基层社区党组织书记用质
朴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讲述了基
层社区工作涵盖的方方面面，将我市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形象展现在
媒体面前。

据悉，根据重庆市委庆祝建党百
年活动的工作安排，市委宣传部组织

了此次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专场记者
见面会。接下来，我市还将陆续组织
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人民警察、女性党
员等多场专场记者见面会。

市委宣传部“我在社区服务群众”记者见面会举行

3名基层党组织书记与记者交流互动

程燕 杨春敏 肖和

2000年6月28日

《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
斗争事迹展》在京拉开帷幕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2000年6月28日 为期40天的《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
烈斗争事迹展》在京拉开帷幕，展出照片400多幅、实物100多件。29日，
重庆市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在京演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
部长丁关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中共中央政
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同出席中央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的同志一起观看了演出。随后，该展览在全国50多个大中城
市巡回展出。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6月
27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红岩春秋》杂志
推出了“红色之城 百年初心”大型
特刊，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百年来党团
结带领重庆各族人民，坚定不移推进
革命、建设、改革在重庆的实践，创造
的永载史册的光辉业绩。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
年历史上，重庆这座英雄之城，红
色传统底蕴深厚、红色基因生生不
息。“红色之城 百年初心”大型特
刊共 100页，分为“风华正茂”“百
年印记”“红色丰碑”“初心如磐”

“赓续前行”五个章节。特刊内容
丰富、故事精彩、图文并茂，既有党
史专家高屋建瓴的理论阐释，又有
亲历者惊心动魄的个人回忆，生动
再现了党在重庆百年风雨历程及
党团结带领重庆各族人民取得的
辉煌成就。

据了解，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
《红岩春秋》大力开展红色创新出版，
已组织出版发行《重庆红色文化图
谱》《学点党史·重庆红色文化读本》
等多种红色精品读物。《重庆红色文
化图谱》《口述·南方局岁月》入选重
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这些红色精
品读物，通过挖掘展示党在重庆百年
奋斗历程和革命实践，引导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少年发扬红色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
神血脉。

据介绍，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
下，《红岩春秋》于1989年创刊，邓颖
超同志亲题刊名。《红岩春秋》由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重庆市
委党史研究室指导，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主管主办，是全国学习研究宣传红
岩精神中心刊物，重庆唯一公开出版
发行的党史刊物。

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红岩春秋》推出大型特刊

6月25日晚，一阵阵优美的歌声
从中建二局西南公司重庆渝北空港
实验中学项目部工地现场传出。这
是该公司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主题活动——“最美歌声
献给党”职工歌咏会。300余名一线
建设者欢聚一堂，讴歌建党百年成
就，礼赞建党百年辉煌。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颂歌献给党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 （记
者 范思翔）27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在北京举
办首场新闻发布会，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院长曲青山等向媒体记者介绍
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成立以
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扎实推进党
史研究、文献编辑、著作编译等各项工
作，不断开创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
新局面。”曲青山说。

作为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专门
机构，曲青山将近年来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所做的工作总结为三方面：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体推进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的编辑、研究、翻
译、宣传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新成绩；
二是聚焦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主责主
业，在协同推进文献编辑、著作编译和
党史宣传教育等工作中取得了新进
展；三是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
党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中
取得了新成就。

随后，曲青山等还围绕中国共产
党百年来的主要贡献、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参与的具
体工作等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回答
了媒体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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