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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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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程思娟，是
重庆先特服务外包产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她勇于创新、勤于奉献和富有开拓
力，深耕服务外包（呼叫中心）行业，一直
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务实
进取、踏实工作，带领公司不断开拓进取、
积极探索。公司自2010年成立至今实
现产值累计近15亿元，贡献税收近1亿
元，培养产业人才3万余人，提供就业岗
位2万余个，公司规模超1000人，产业规
模稳居西南地区服务外包行业前列。

以人养业以业引商

在服务外包产业人才方面，程思娟
创新培养模式，为永川乃至重庆做出了
贡献。她充分地发挥自己在人力资源
和呼叫领域的才能，大力推进“以人养
业，以业引商”的人才发展战略，结合永
川职教高地和人才联盟优势，精准打造
产业培训学院，以行业公共课、行业沙
龙、行业赛事、引厂入校等模式，打造人
才精准培养生态平台，精准对焦永川区
专业化人才洼地，建立专业人才蓄水
池。

对内，公司为员工量身订制新兵
营、导师帮扶、管培生培养、干部帮带等
职业培训，倡导以“家”为元素的企业文
化，更新完善软硬件，尽心解决员工子
女入托入学，开展各类职工关怀，用心
呵护公司大家庭中的每位成员，以完善
的培训机制和优秀的企业文化，使人才
能留得住、发展好，公司超过80%的管
理干部均来源于内部培养。

对外，公司开设电子政务、金融保
险、智能制造等专业订单班，挑选、赋能
师资队伍，提供专业实习实训平台，结
合学生兴趣特质，从思想和技能方面引
导学生向外包产业转变与成长。创立
至今，重庆先特已与120多家中高职院
校、人力供给机构、实训实践基地合作，
以嵌入式、订单式、实践式等培训方式，
定向培养输送专业化人才3万余人，为
永川大数据产业园储备了大量人才。

“两个效益”齐头并进

10年来，重庆先特做到了高效率、
高质量、零事故运营项目，获得行业、
客户高度认可。公司团队累计承接项

目60余个，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和大
型龙头企业占比超过70%，业务横跨
电子政务、通讯传媒、金融保险、智能
制造、互联网营销与智慧出行等众多
领域，运营超过8年的客户占比超过
50%。公司获评“AAA级信用企业”，
先后获得“重庆服务贸易工作先进集

体”“优质诚信企业”“重点保障协作单
位”“最佳运营团队”等殊荣，重庆先特
用实际行动塑造了“诚信永商”的良好
形象。

程思娟带领公司团队攻坚克难、砥
砺奋进，努力克服新冠疫情、经济下行和
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带来的多重压力，

协助永川大数据产业园先后引进阿里巴
巴（永川）客户体验中心、重庆啄木鸟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信鼎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等优质企业入驻永川，协议总投
资近4亿元，实际到位资金4000万元，
实现增加就业岗位1600余个，创造税收
近500万元，用实际行动塑造永川外宣
的靓丽名片。

疫情期间，程思娟坚守一线，克服
重重困难，带领公司竭力保障了重庆
12315投诉举报中心、永川12345政府
便民服务热线等政务热线以及重庆有
线96868客服中心、11185邮政物流等
民生服务热线的正常运行，并为全国
最大的智能家电客服中心、全国最大
的电商平台及金融服务平台提供不间
断服务，筑牢了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
之间的连心桥，她本人与公司分别荣
获永川区“大数据及信息服务发展突
出贡献奖”“永川企业发展30强”等称
号。

认真履职不负社会

自2017年当选区人大代表以来，程

思娟认真调研、严谨考证，先后提交《关于
加强城区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的建议》
《关于加快永川区服务外包人才队伍培养
与建设的相关建议》《关于吸引外地中高
级服务外包管理专业人才的相关建议》
《关于产教精准融合，打造“以人养业、以
业养商、以商养商”永川样本的建议》等
12件建议，使民意“上得来”、政策“下得
去”，为助推政府一站式服务，提高人民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促进永川区人才的引
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

程思娟热心慈善事业、服务社会，积
极参与慰问敬老院老人、助梦寒门学子、
为残疾人募捐、呼吁保护生态环境等系
列公益活动，募集捐赠爱心基金10余万
元。她本人及公司先后荣获重庆市永川
区青益志愿者协会“公益传播爱心大
使”、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
镇“脱贫攻坚”荣誉证书及“永川政协关
爱基金扶智助学活动爱心奉献企业”等
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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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重庆先特服务外包产业有限公司提供

程思娟程思娟（（左前左前））向来访者展示重庆先特定制化公共服务机器人现场咨询应答与引向来访者展示重庆先特定制化公共服务机器人现场咨询应答与引
导服务导服务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责编 逯德忠
美编 张 辉

4
2021年 10月26日 星期二

核 心 提 示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参观红岩村，是为了满足8岁女儿的心
愿。”10月1日，正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的云
阳市民龙良海说，“这次我开车5个小时，带女
儿来到她心心念念的地方参观展览，感受红岩
精神。”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千秋红岩——中共中
央南方局历史陈列”中，一件件珍贵历史照片、
重要历史文物、大型历史油画，以及充满科技范
儿的“红岩记忆——数字体验厅”，让观众身临
其境感受那段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

除了打造精品展览，重庆还通过保护利用
红岩革命文物、推出红岩革命故事展演等多种
方式，助推红岩精神世代传承。红岩革命文物
在新时代里焕发新的生命力，绽放夺目光彩。

红岩革命文物焕发新生

“他的衣服鞋帽，许多都是补了又补……”5
月1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
处大楼旧址毛泽东办公室迎来一位老人。他在
办公桌前，将毛泽东同志艰苦朴素的生活娓娓
道来。这位老人名叫吴连登，曾任毛泽东同志
秘书。

吴连登对重庆日报记者说，他上世纪90年
代参观过红岩村，和20多年前相比，如今的红
岩村自然环境更优美了，文物建筑也得到很好
的保护和修缮，他很欣慰。

一处处旧址讲述坚如磐石的信仰信念，
一件件文物彰显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

“我们加强本体保护，完成中共中央南方局
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旧址等35栋文物
本体保护修缮，综合实施文物周边环境整治，保
存了红岩革命文物旧址的真实历史风貌。”红岩
联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

保护好革命文物，就是保护好历史的见证。
在渣滓洞看守所旧址中，复原陈列展览展

出了30余件实物和200余张图片，借助互动体
验、场景还原等，让观众走近红岩英烈崇高的精
神世界。在修缮这处见证历史的“国保”建筑
时，工作人员以“绣花针”功夫做细活儿，让建筑
以更加健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还加强智慧保护，实施
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4期，建成藏品信息管理
系统和文物保护专项档案库，用数字技术为文
物本体“复原”，提高文物保护的信息化水平，实
现红岩革命旧址全景漫游。

除了革命文物旧址，馆藏革命文物也得到
很好保护。10月20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藏纸质和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入选

中国文物学会等组织评选的2021全国十佳文
物藏品修复项目。据悉，该馆馆藏文物8302件
（套），纸质和纺织品文物占到90%以上，文物修
复专家们接力守护，让文物“延年益寿”。

打造“红色三岩”文旅品牌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小小志愿者石雨
鑫，今天我来为您讲述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的故事……”10月6日，国庆假期接近尾
声，仍有络绎不绝的游客走进曾家岩50号旧址
(周公馆)，小小志愿者为游客免费讲解，获得一
致赞誉。

如今，游客来渝旅游，钟爱红色旅游景点，
但是如何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呢？

朱军说，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正着力实施红
岩景区品质提升工程，依托红岩村中共中央南
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旧址、虎头岩
新华日报总馆旧址、曾家岩50号旧址（周公馆）
等为主的红色景点，全力打造红岩文化公园，整
体打造“红色三岩”文化旅游品牌。红岩文化公
园首期项目建设内容包含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入
口及周边环境改造、红岩干部学院改造等，如今
已基本建设完成。

“我们还建成了红梅、荷花、海棠等五大主
题花园，打造‘红岩最美小道’，吸引游客走进红
岩，体验重庆都市红色精品旅游，并在舒心舒适
的旅行中了解红岩历史、感受红岩精神、接受红
色教育。”朱军说。

游客除了观看革命文物旧址和展览、观赏优
美自然风光之外，还能上一堂党课和研学课程。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用活红色文化中的教育
资源，立足重庆、面向全国、服务全党，建成红岩
党性教育基地，推出了“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开
展一场深情祭扫、参观一个专题展览、聆听一堂
专题党课、观看一场专题演出、重走一段红岩小
路、抒写一段学习感悟”的“七个一”特色课程。
该基地入选中组部、中央国家机关党校党性教
育基地名录，2015年9月基地开班至2020年
12月，专题培训全国各地培训班7414个、党员
8.7万人次。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所辖红色景区，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感受红色旅游魅力，2018年至
2020年接待观众2390万人次，其中2019年接
待观众1150万人次。

生动传承红岩精神

运用好革命文物，就能激活发展的正能量。
朱军介绍，近年来，红岩联线管理中心用活

用好红岩精神，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教育活动，推
出红岩革命故事展演、让烈士回家、让“小萝卜
头”进校园、寻找红岩发声人、红岩故事100讲
等红岩品牌宣教活动。

其中，红岩革命故事展演由红岩联线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自编自导自演，通过讲、诵、展、演等喜
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述红岩革命故事。去年9月
21日首演至今年9月底，已在高校、社区、企业、机
关、军营等场所演出371场。

“没想到，这一别70年了，一别竟成永别。”
展演舞台上，白发苍苍的李清缓缓走向舞台，伸
出颤抖的双手，抚摸妻子张露萍烈士雕像时，深
情感慨道。他眼中噙满泪水，台下观众泪眼婆
娑。

这位老者是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导演白双
全扮演的。除了担纲导演，他还在展演中扮演
了八路军老班长、刘国鋕烈士的哥哥刘国錤等
角色。他说：“我们都热爱红岩，用真情实感演
绎红岩革命故事，希望让观众从中汲取精神力
量。”

一场场展演，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观看展
演时，我多次流下眼泪。”展演在四川大学举行
时，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李栓久感
慨道，这堂特色思政课让学生真正喜欢、终身受
益。

除了系列宣教活动之外，系列文艺作品也
助推红岩精神传承与弘扬。在庆祝党的百年华
诞背景下，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联合重庆广电集团、重庆
出版集团、红岩联线管理中心等多家单位，开展
了“红岩家书——寻访烈士绝笔后人”联合行
动，制作了纪录片《红岩家书》，出版了图书《红
岩家书》。

“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如何更好阐释
弘扬红岩精神，让红色记忆历久弥新，值得社会
各界共同思考与探索。”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
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说，精神的伟力，总能带
来心灵的震撼。期待红岩精神更加广泛而深入
地传承，激励全党同志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

□本报记者 赵迎昭

10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在红
岩联线管理中心工作的3位青年党员，他们
分别从事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宣讲工作。
他们是如何在各自岗位上坚守、助力红岩精
神传承的呢？

修缮文物 延长文物“寿命”

“工作两年，我担任30余栋红岩革命文
物旧址保护修缮的现场负责人，见证了红岩
革命文物焕发新生。”红岩联线管理中心遗
址保护部遗址保护科副科长周勇说。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下辖53处革命文
物旧址，最东端是渝中区的新华日报营业部
旧址，最西端是沙坪坝区的渣滓洞看守所旧
址。修缮前，我们要梳理每一处革命文物旧
址的文献史料，查阅历史影像资料，这样一
来，相当于比较系统地学习、回顾了红岩革
命历史。”周勇说，通过精心修缮，文物“寿
命”得以延长，整体形象得到提升，游客的游
览体验也更为舒适。

他介绍，革命文物建筑修缮之后，日常
保养维护也很重要。比如注重防腐、防白
蚁，及时清理小青瓦屋面的枯枝和落叶，以
保证屋架不因潮湿出现病害等。目前，他正
参与编制文物修缮工作报告及“四有”档案，
以便今后更加科学、合理地保护利用红岩革
命文物。

学术研究 让历史面貌更清晰

“在这里工作，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历史
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心想把光辉历史研究
好、把革命故事讲述好。”红岩联线管理中心
研究部副部长叶维维说。

2017年博士毕业后，叶维维来到红岩
联线管理中心从事研究工作。4年来，叶维
维撰写了多个展览的文本大纲，参与了多项
研究课题。让她感到自豪的是，今年修缮竣
工并对外开放的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的展览

文本就是她主持撰写的。
“单位文物征管部门征集到当年总馆很

多历史影像，这些宝贵资源在展览中展出，
让观众感受到新华日报员工在艰险环境中
战斗的精神。”她说，展览中不仅讲述报史，
还展示了《新华日报》是怎样报道的，如何通
过丰富多样的副刊密切联系群众，如何通过
报纸开展革命斗争等等，“可以说，学术研究
让历史的面貌更为清晰，让观众进一步感知
到红岩精神的魅力。”

叶维维说，今后，她将和同事们一道完
善南方局先辈和红岩英烈在渝战斗的基础
性档案，为讲好红岩故事提供丰富素材，为
阐释好红岩精神丰富内涵提供充分历史依
据。

宣讲展演 用革命故事感染观众

红岩文化产业集团演艺事业部副部长、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一级讲解员卢叶，是红岩
革命故事展演的主持人和报告人。她已从
事讲解工作20余年，“红岩革命故事深深感
染了我，我要把这份感动分享给更多观众。”

“讲解员这个职业很了不起。”卢叶说，
通过讲解员的生动讲述，观众了解了红岩英
烈的斗争事迹，从而在心中将他们铭记。有
一次，卢叶给一家人讲述了江竹筠烈士事
迹，他们深受感染，从老奶奶到小朋友都泪
流满面。她还经常给党员们上党课，“当看
到党员们坚定的眼神、听到他们热烈掌声的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好神圣。”

由于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受到各地观众
追捧，卢叶和同事们经常是连轴转。“一切源
自我们对红岩的热爱。作为红岩人，我们都
有一种责任感，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
英烈的事迹宣扬出去，让观众感受到，没有
他们的付出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观众来到红岩景区，除了可以听讲解，
还可以观看展演，更加深刻地了解红岩精
神，并希望他们向更多的人宣传红岩精神。”
卢叶说。

3位青年党员的红岩情

继往开来：让红岩精神世代传承

◀黔江区实验小学，学生在“小萝卜头”活动室观看“小
萝卜头”资料展。（本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游人参观曾家岩50号旧址（周公馆）。（本报资料图
片）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如何让红岩革命文物在新时代
焕发新的生命力，绽放夺目光彩

■打造红岩革命文物精品展览，
推出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广泛开展社
会宣传教育活动，助推红岩精神传承
与弘扬

■保护好红岩革命文物旧址和
馆藏革命文物，让文物“延年益寿”；
实施文物数字化保护，用数字技术为
文物本体“复原”

■实施红岩景区品质提升工程，
整体打造“红色三岩”文化旅游品牌

■用活红色文化中的教育资源，
立足重庆、面向全国、服务全党，建成
红岩党性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