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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龚清扬）7月 15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获悉，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在渝各高校结合专业
优势，持续通过音乐会、合唱比赛、主题
美术展等多种形式，创新党史学习教育
形式，展现广大师生砥砺奋进新征程的
生动景象，抒发了爱党爱国的炙热情
怀。

如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高校
推出《中国信心》《人民丹心》《无悔的选
择》等原创音乐作品，西南政法大学推出
说唱MV《看花YOUNG青年唱响“十四
五”中华新气象》；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
院推出原创快板作品《快板声声说党

史》……学生们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
讲述红色故事。

以“艺绘百年风华，凝聚奋进力量”
为主题，各高校还开展了绘画、书法、话
剧、音乐剧等形式的主题创作活动，推出
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的优秀作品。如四川美术学院组织
100位师生，创作了100幅书法主题作
品；重庆外语外事学院百名师生绘制了
党史百米长卷，以画传情、以画抒志；重

庆第二师范学院以《挺进报》在重庆的创
办和传播为背景，打造了原创党史话剧
《迷雾重庆》；重庆移通学院深入挖掘合
川当地革命历史事迹，创作了大型音乐
剧《破晓之前》；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重庆
艺术工程职业学院等院校的师生，前往
革命老区考察写生，通过沉浸式、体验式
学习，引导青年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

不少高校还举办了专题展览。如重

庆师范大学举办主题美术作品暨革命文
物里的党史·重庆（图片）展；重庆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等高校举办了党史书画作
品展、剪纸作品展等，生动展现百年党史
的辉煌画卷，讴歌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
丰功伟绩。

此外，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等高
校开展了舞蹈大赛、红色经典影片配音、
京剧展演等活动。

重庆高校用多种艺术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记者 陈钧 王天翊

7月15日上午8点，人和街道邢家
桥社区安置房小区院坝已经热闹起来，
一些早起的居民开始准备中午的餐
食。在飘着阵阵炖肉香味的院坝里，几
位居民来回穿梭，帮助社区工作人员搬
凳子、装资料袋。

8点30分，两江新区基层治理现场
会暨《社区书记谢兰》新书发布活动在
这里举行，新区8个街道、59个社区（含
筹备组）的负责人纷纷到场，探寻老旧
小区改造和基层治理的“金钥匙”。

为何来邢家桥“取经”？
这里把“民生”工程做成了“民心”工程

邢家桥社区有怎样的独特魅力，能
吸引8个街道、59个社区集体“取经”？

重庆日报记者在会场了解到，邢家
桥社区安置房小区改造不仅改得早，还
改得好。

这个建于1992年的安置房小区，是
重庆最早进行开发建设的区域，由于建
设标准低，这里街道狭窄、楼房密集、空
间局促，室内房屋漏水、墙皮脱落，居民
生活极为不便。2018年10月，邢家桥
社区安置房开始立项综合整治。到
2020年初，16栋楼488套安置房整治完
成，1422名居民的“旧房”变成“洋房”。

老旧小区改得好不好，居民说了
算。记者在现场会上遇见来参会的居
民黎国萍。她说，以前小区大部分房子
破旧漏水，冬天阴冷、夏天生蛆，上厕所
还要打伞。

“改造过后可就不一样了。”黎国萍
说，改造之后，她家的房子墙壁雪白，地
板、窗台一尘不染；房间外，管网、电线排
布整齐，楼栋外立面的淡黄色和灰蓝色墙
砖相得益彰，院子里花草绿植长势正盛。

“她说的还只是‘面子’，我们小区‘里
子’更丰富哦！”45岁的黄廷涛说道，在安
置房小区，诸如规范停车、文明养宠、畅通
消防通道等公共事务，都由居民自发地监
督、管理和维护。“‘里子’好了，我们街坊
邻里的生活才算真正好起来了。”

黄廷涛说道的“里子”，其实就是邢
家桥居民心里逐渐“生根发芽”的共建

共治共享意识。
体现在什么地方？记者注意到：现

场会期间，院坝四周有不少在家的居民
都探出头来听会，听到动情处，大家自
发鼓掌。

原来，邢家桥社区安置房改造已经
把“民生”工程做成了“民心”工程。

金山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亭一表示，
邢家桥社区之所以吸引他，便在于这个
社区基层治理充满活力，“民生”紧贴

“民心”，“民心”跟着党走，令共建共治
共享的事迹层出不穷。

在去年因疫情实行封闭管理期间，
社区居民了解到社区有多达78个出入
口，而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只有24
人时，在半天时间里成立起一支100多
人的卡点“突击队”，不计报酬实行三班
倒值守，保障了社区“零感染”。

今年以来，邢家桥社区“小院议事
堂”上，居民一边提问题、讲建议、商议
解决办法，一边通过自治小组等群众组
织与社区工作人员共同行动，不到半年
时间，95个民生问题通过共建共治共享
的方式得以解决。

“邢家桥之治”的关键点在哪里？
“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就装着你”

“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就装
着你。”《社区书记谢兰》一书封面上的
话，道出了“邢家桥之治”的关键点。

别看如今的邢家桥社区邻里之间和
谐融洽、干部群众鱼水情深，在改造工程
之初，抵制改造的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
却没少质疑和谩骂，甚至往社区门口丢
垃圾、泼大粪，举着菜刀追赶施工人员。

“那种环境下谁都不愿摊上麻烦
事，居民自治更是想都不敢想。”黄廷涛
说，要不是心里装着群众，谁能做成这
样的事情。

谢兰和同事们为什么能？谢兰说：

“做群众工作，要善于用脑用情，多换位
思考。”

因为心里装着群众，谢兰和同事们
在遭遇辱骂和刁难时仍冷静分析，用5
个字概括出居民抵制改造的原因：拆、
补、气、疑、利。

拆，是希望通过抵制改造达到房屋
整体拆迁的目的；补，是希望通过抵制改
造使政府补齐前后开发政策之间的差
距；气，是认为相关部门对他们的困难和
生活关心不够而赌气；疑，是怀疑干部通
过整治捞钱，搞政绩工程，担心质量不过
关；利，是部分居民希望通过抵制改造，
在违章拆除、房屋过渡等费用上得利。

找准了症结，谢兰和同事们一户一
策地攻关：时任社区副书记的许光静总
是跟谢兰一起去磨最难做工作的住户，
往往是白天受一肚子气晚上回家跟老
公诉苦；张云强和姚欢成了居民的“设
计师”，不厌其烦地听取居民改造诉求，
修改改造方案；向金莲、涂渝等人帮助
居民租房，搭建临时饮水、洗漱、洗手间
等设施，保障了改造过渡期间居民的日
常生活……社区干部们一步步努力推
进工作，最终使改造工程顺利完工。

虽然安置小区的房屋改造完成了，
但谢兰和他的同事们没有片刻停息。

“我们正准备对安置小区进行增绿
及文化元素植入。”谢兰说，社区通过

“小院议事”又收集了不少群众意见建
议，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围绕养老、入
学、医疗服务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一件一件地把事情做好。

现场“取经”看到什么？
开创“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

局基础在群众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体现在基层。通
过这次现场会，大家看到了邢家桥社区

正用行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根基。
会后，他们谈起自己的收获。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民生工程，
更是民心工程，只有获得了民心，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才有坚实的
群众基础。”翠云街道党工委书记谭于
说，“邢家桥之治”让他看到，基层治理
中如何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鸳鸯街道党工委书记邓科表示，再
次零距离体验邢家桥鱼水情深的干群
关系，他看到了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一
项磨人的工作，更是社区提升基层治理
能力的契机。他说道，街道在老旧小区
改造中，要更加关注居民的“三感”，坚
持安全、生态、绿色、智能的原则为群众
创造高品质生活。

人和街道金安社区党委书记阙兴倩
说，“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邢家桥社区的‘蝶变’生动地诠释了这句
话。”阙兴倩表示，她曾有幸来邢家桥社
区挂职，这里的干部用实际行动给她上
了一堂难忘的党课，她将学习谢兰坚定
的党性和用心用情用脑的工作方法，推
动金安社区治理能力提升。

“‘邢家桥之治’是党建引领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的范本。”西南政法大学政
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罗兴佐将邢
家桥经验总结为三点：谢兰的示范引领
和队伍建设，体现了把党的领导贯穿基
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的工作原则，党
组织中的优秀带头人是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的关键；通过婆婆陪聊队、小二关
爱群、小院议事堂等途径关心百姓“急
难愁盼”获得好评，体现了加强与群众
血肉联系是基层治理赢得民心的重要
保障；在改造中面对不合法不合规诉求
寸步不让，一户一策推进改造，体现了
依法依规治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基
层治理必须贯彻的工作方法。

一场基层治理现场会给一群街道社区干部的启示

怎样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 韩毅）7
月15日，两江新区基层治理现场会暨
《社区书记谢兰》新书发布活动在两江
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小院讲堂”
举行。《社区书记谢兰》一书约13万字，
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邢家桥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谢兰的先进事迹为蓝
本，多角度记录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
和思考。该书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入选重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重点出版物。

此次活动由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重庆日报共同主办。全书共分八个
章节，讲述了社区干部谢兰的成长之
路，再现她践行初心使命、用心用情为
群众办实事，带领社区干部加强和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的艰辛历程，是反映党建
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样本。

2002年9月，谢兰开始从事社区工
作，19年的基层光阴里，她始终把百姓
冷暖挂心间。从2019年安置房改造、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到
2021年社区改造，谢兰以“你心里装着
群众，群众心里就装着你”的朴素情怀，
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化解了一
道道难题，融化了一块块坚冰，成功推
进社区治理改造，让邢家桥社区焕然一
新。她扎根19年的邢家桥社区，已经
成为重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涌
现出的一张响亮名片。

“这本书是邢家桥‘蝶变’的最美记

忆，是体现我们邢家桥相亲相爱一家人
的最美相册。”活动现场，谢兰激动地说
道，这本书虽然以她为名，但其实表现
的是千千万万的社区工作者。

《社区书记谢兰》作者、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赵域舒分享了自己在蹲点采访
中的点点滴滴。

去年9月起，赵域舒在邢家桥社区
连续蹲点采访了好几个月，这个过程中，
她收获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感动。“经
过在邢家桥的蹲点采访，现在的我，说到
基层，就会想到谢兰每天挂在嘴边的那
些人，而在我看来，谢兰每天从早到晚处
理的那些事，就是对‘基层治理’四个字
最生动鲜活的注脚。”赵域舒说。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西南大

学教授蒋登科表示，该书是一部介绍邢家
桥社区基层治理案例的长篇报告文学，是
一部来自生活、关注现实、感人至深的文
学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回答了党和政府的
关切，回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书中图文
并茂地刻画了为群众生活提供便利，让群
众切身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
社区书记谢兰，生动讲述了基层党员干部
急群众所急、为群众解难，一心为民奉献
的感人故事。“《社区书记谢兰》讲述的都
是小故事，但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
关，关涉到人民的心。”

“好的社区治理一定是有温度的治
理。在这本书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
长罗兴佐是研究社会治理的专家，他称，

在邢家桥社区，社区党员干部总是心系
群众，从群众的需求出发，为群众服务。

“因此，我们看到社区干部热情接待来办
事的群众；社区网格员在社区巡查时，不
时停下来与老年人说几句话，问寒问暖；
我们也听到了群众为谢兰熬药治病，暖
心慰问的感人故事。这是一个温暖的社
区！”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书的
出版旨在激励广大基层工作者在城市
治理、社区治理中不忘初心，付出真心，
以人民为中心，为群众把好事办实、把
实事办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推动社区居民自治，让居民共享
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成果，共同助力重
庆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长篇报告文学《社区书记谢兰》首发
再现“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就装着你”的朴素情怀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生 郭心悦

7月13日早上7点，72岁的杨春碧吃过早饭，就下楼到小区
散步。常年健康生活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身子骨也
硬朗。

“早上空气好，小区环境也好，多走走，心情也好。”杨春碧说，
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大女儿新买的，今年年初才搬进来。

这已经是杨春碧搬的第五次家了。
“几十年搬家五次，一路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也见证了

社会的进步，内心真的感谢中国共产党。”杨春碧感叹。

第一次搬家
住进一套十几平方米的“蜗居”

杨春碧出生在渝中区下半城。
1968年，她与丈夫官义伦结婚，两人搬进位于十八梯的一套

棚户房，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这套房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
在这里，杨春碧和丈夫住了28年，经历了几件人生大事——

1969年，杨春碧生下第一个女儿，当了母亲；1973年、1975年，她
又陆续生下第二个女儿和儿子。

孩子们的到来，让原本就狭小的房子，变得更加拥挤。“家里只
放得下一张大床，娃儿们出生后，只能每天晚上在地上铺凉板给他
们睡，白天又把凉板收起来。”杨春碧说。

不仅放不下第二张床，家里连厨房、厕所也没有。一家人上厕
所需要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做饭和吃饭都是在屋子外的公共区
域。“每到夏天的中午，一家人在外面吃饭，顶着烈日，汗流浃背，遮
阴只能靠树叶。那个场景，太难忘了！”杨春碧说。

第二次搬家
是一套70多平方米的电梯房

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杨春
碧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与朋友合作开了诊所，丈夫从事建筑行
业，两人的收入迅速攀升。同时，大女儿开始做生意，也有了一些
积蓄。杨春碧有了换房的想法。

1996年2月，杨春碧与大女儿一起，在储奇门附近，老中药材
市场背后的守备街购买了全家第一套商品房。

那套房子共70多平方米，是一套电梯房。通过装修，房子一
共隔出了三个卧室，一家人再也不用挤在一个房间了。

不仅是房子大了，家里还添置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设备”。
比如，家里安装了第一台空调，即使是在炎炎夏日的中午吃

饭，也不会满头大汗了。再如，杨春碧还为儿子买了一台电脑。
最让杨春碧印象深刻的，是买的第一台大彩电。
“记得是1997年吧，《还珠格格》首播，我们一家人，还有亲

戚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那画面，我现在还记得。”杨春碧
说。

第三次搬家
每个卧室都有卫生间

随着大女儿生意越做越红火，商品房的品质越来越高，杨春碧
又想换房了。

经过一轮挑选，2001年，一家人搬进了位于渝中区南纪门的
高层楼房“星辰花园”。

这次他们一次性买了两套房。一套房是大女儿单独买的，为
了让孩子有更好的休息空间，她在6楼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
江景房。

另一套则是杨春碧买的。她在7楼买了一套120平方米左右
的房子，和大女儿楼上楼下当起了邻居。

这样一来，杨春碧与孩子们都有比较大的独立空间。而且，因
为上下两套房子，面积足够，孩子们在卧室都独立设置了卫生间，
不会再出现大家争用厕所的情况了。

越来越好的条件，也让杨春碧的儿子更加奋发向上。住在这
套房的日子里，他成功通过律师考试，拿到了律师证。

第四次搬家
老两口终于过上“二人世界”

白驹过隙，杨春碧在第三套房也住了快十年。
此时，十八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很多地方将要改造升级。杨

春碧的第一套房子，被列入拆迁改造范畴。
“房子虽然没住了，但还是很有感情。”杨春碧说，在拆迁之前，

她与丈夫还回到那套房子前看了看，回忆了一下过往的日子，满是
感叹。

政府在巴南区李家沱，为拆迁户们配备了安置房，取名为“聚
福里”。杨春碧得到了一套面积70多平方米的房子。杨春碧去看
了房子后，有了新的想法。

“几个娃儿都大了，工作、生意都越来越好，也有自己的家庭，
再和我们住，不是很合适了。”杨春碧和丈夫商量后，他们决定卖掉

“星辰花园”的房子，搬到“聚福里”。
因为子女都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次只有杨春碧和丈夫两人搬

了过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过上“二人世界”。
对这套房子，杨春碧很满意。“之前的房子出门就是马路，周边

环境比较嘈杂。这套房子是真正的小区概念，无论是环境还是安
全，都要更好一些。”杨春碧说。

第五次搬家
享受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2016年和2018年，杨春碧陆续迎来了两个曾孙子。杨春碧
再次升级，成为“祖母”。

“娃儿都忙，孙女又没得什么经验，我就过来帮忙照顾一下两
个小仔仔。”杨春碧说，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自己才会和丈夫一起，
住到大女儿的新家来。

这个房子比杨春碧住过的所有房子都要大，位于寸滩附近，是
一个大平层，面积差不多有200平方米，非常宽敞。

今年过春节，除了大女儿一家外，儿子一家，小女儿一家都来
到这里，他们还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再加上孙女的两个宝宝，四
世同堂的杨春碧一家，热闹极了。

一大家子十多号人聚在一套房子里，一点也不拥挤，这样的画
面，让杨春碧感慨万千。

“小时候，我们五姐弟跟父母挤在一起，几乎迈不开脚。结婚
后，生了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住在小房子里，也很拥挤。”杨春碧说，
如今，不仅自己和丈夫有房子，每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的房子，房子
越住越大，生活越来越好。

“真的是国家强大了，才能有家的美满。”杨春碧说。

从“棚户房”到“大平层”
杨春碧五次搬家越搬越好

7 月15 日，谢兰在新书发布活动现
场。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7月15日，《社区书记谢兰》新书发布活动在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小
院讲堂”举行。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