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住房城乡建委发布了

《重庆市城市河流清水绿岸建设指

南》（以下简称《建设指南》）。《建设

指南》对全市城市河流“清水绿岸”

建设的理念导向、主要任务、工作路

径、技术措施进行了系统介绍，涵盖

城市河流污染整治、生态修复、滨水

空间管控及业态引导、洪涝防控等

方面。

《建设指南》还提出，坚持水生

态从“人工建设”到“自然修复”、水

安全从“硬质堤岸”到“韧性岸线”、

滨河空间从“岸城分隔”到“岸城一

体”、涉河管理从“九龙治水”到“统

筹共治”四大建设理念，明确了加强

河流污染整治、推动河流生态修复、

强化滨水空间管控及业态引导、完

善洪涝防控体系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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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重庆加快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近年来，全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以加快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短板为重点，全面推进乡村“软件”建
设，努力实现让乡村教育发展质量不断
提高、城乡医疗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城
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农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如今，市农业农村委、市乡村振兴
局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市级有
关部门如火如荼加快推进乡村“软件”
设施建设，努力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差距，撸起袖子加快推进城乡融合的和
美乡村共建共享。

关键词：教育
集团办学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

“学校有棋室、书吧，操场边有阅读
角。课间休息时，我们可以在操场上奔
跑，也可以静静看书。”永川区大南小学
三年级学生池明宇说起学校近年来的
变化，高兴不已。

“学校不仅环境好了，教学质量提
高了，还能共享红旗小学的优质教育资
源。”大南小学的家长们开心地说。

“大南小学是我们的集团校，我们
统一课程建构、制度建设、评价考核等，
红旗会还定期派骨干教师到大南带教，
大南的教师也定期到红旗来学习。”红
旗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钟淑说，包括大南
小学在内的几所集团学校教师，每周还
会集中进行线下教研活动，共同提升教
学水平，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市农村社会事业工作专班相关负
责人说，近年来，全市积极增加公办学
前教育资源供给，引导乡村民办园主动
提供普惠性服务，同时大力开展优质学
校名师送教下乡、乡村教师访名校培
训，集团化办学等措施，农村教育发展
更加均衡优质。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乡村中小学
3759所、村小（校点）1445个，区县优质
学校对口帮扶农村薄弱学校，乡镇中心
小学对口帮扶村小学和教学点，基本实
现对口帮扶全覆盖。

关键词：医疗
建成“农村30分钟”医疗服务圈

永川区朱沱镇卫生院原为朱沱联合

诊所，2012年搬迁新址前，只有两层楼，
仅设内科、外科、妇产科3个临床科室。

“那时是老房子，墙体开裂严重，部分
屋顶还漏水。”朱沱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樊
勇介绍，搬迁后，镇卫生院硬件焕然一新，
共有7层楼，占地面积30亩，业务用房面
积近万平方米，开设了肾内科（血液透析）、
中医科等10个临床科室，并配备了16排
螺旋CT、DR影像系统、彩超等设备。

为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2018年，重庆启动医共体建设试点工
作，开展“医通、人通、财通”建设。

依托医共体，如今，朱沱镇卫生院成
为一级甲等卫生院。“现在在镇卫生院就
能做透析，方便多了。”家住朱沱镇围子山
村的村民杨福全说，过去，他要早上5点
出门，坐车到永川区人民医院做透析。如
今，朱沱镇卫生院建起了透析室，30多名

肾功能衰竭患者可定期在卫生院做血液
透析。他自己骑车几分钟就能赶到卫生
院，透析费用也比上级医院低得多。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乡镇卫生院819
家、村卫生室9495家，基础设施不断夯实，
实现每一个乡镇有标准化卫生院，每一个
村有标准化卫生室，基本建成“农村30分
钟”医疗服务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扩
面，服务项目从12大类增加到28大类，乡
村卫生健康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

关键词：社会保障
农村互助养老实现“抱团过晚年”

去年底，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十八
社的唐显玉到村民肖明会家里的活动
室享受了养老服务后，这个80岁的老
人就像变了个人，经常会与村里的其他
老人一起打牌、聊天。半年多以前，唐
显玉可不是一个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

唐显玉今年80岁，儿女常年在城
里打工，本来说好在子女家轮流住，可
一轮还没转完，唐显玉就执意要落叶归
根回乡下，喂了几只鸡，腿脚不便的她
平时也不太愿意出门。

“这部分老年人急切呼唤养老服务，
但现实问题是养老服务设施不足、服务供
给跟不上。”市农村社会事业工作专班相
关负责人说，全市农村养老服务虽然形成
了以镇(街道)为代表的养老服务中心、以
村(社区)为代表的养老服务站，但从实际
运行来看，仅能满足场所周边老年人的养
老问题，而对于居住偏远、分散的老人来
说，并不能很好地享受这些资源。

去年以来，我市进行了新型养老模
式探索——农村互助式养老，即是以政
府为主导，以社区或者村镇为单位，以
满足中低收入老年群体基本养老服务
需求为重点，以老年人集体居住为基本
方式，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助互
助的养老模式，唐显玉就是借助这一模
式，实现了“抱团过晚年”。

数据显示，到今年底，全市乡镇养老
服务中心将达743个，村级互助养老点
将达8000个，基本实现“街道、乡镇有养
老服务中心，村有互助养老点”全覆盖。
同时，累计升级改造乡镇敬老院529家，
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
达100%。 张亚飞 刘玉珮 马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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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雪梅

《重庆市城市河流清水绿岸建设指南》中
提出了四大理念的改变，这将给中心城区河流
治理带来什么变化？12月8日，记者采访了市
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

变化一
河流更灵动，江畔绿意空间

韵味更足

中心城区的河流从“人工建设”转变为“自
然修复”，意味着什么？

该负责人介绍，过去，我国的城市河流重
点关注水质和景观，除了采取措施进行污染
控制、洪涝防范，还要进行人工景观建设，以
至于不少城市河流岸线人工化、景观化现象
明显。

如今，水生态建设强调自然修复，从生态

系统整体结构和功能的角度进行城市河流的
生态修复。由此，《建设指南》重点从河岸生态
修复、河道生态治理等方面，打造城市生命景
观河流，更加关注河流生物多样性，关注河流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全面优化提升，城市河流
将因此充满活力变得灵动，群众能够享受更多
韵味十足的高品质绿意空间。

变化二
多种防洪排涝手段守护“城市

生命线”

“硬质堤岸”转变为“韧性岸线”，则将给城
市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筑牢城市生
存、发展的“生命线”。

据介绍，“硬质堤岸”是指我国早期河流治
理以满足防洪、排涝等功能为主要目的，对河
道进行裁弯取直，堤防、护岸材料一般采用混
凝土、浆砌石等。这种“三面光”的河道不仅使
得景观品质低下，生态功能也打了折扣。

随着“海绵城市”“韧性城市”理念在我国
的运用，近年来河流治理从单一的“硬质堤岸”
建设转为多种排水防涝手段并存的“韧性岸
线”建设。也就是通过合理加强河道水位控
制、保障河道行洪空间，提高流域下垫面（即河
流或湿地的水下部分，俗称河床）雨水蓄滞能
力；结合山地河流水文特征，完善次级河流流
域的防洪排涝体系，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因地制宜构建弹性利用的生态型护岸，平衡防
洪排涝功能与水陆系统能量流动、物质交换、
生物栖息等生态功能。

变化三
还岸于民，市民亲水近水更加

方便

“滨河空间从‘岸城分隔’到‘岸城一体’，
将给市民亲水近水带来更多便利。”该负责人
表示。

重庆是山水之城，过去的快速城镇化让大
量市政工程、交通工程等挤占了滨水空间，市
民可近水却不能亲水。“岸城一体”强调将清水
绿岸还于市民，重新构筑人、水、城之间的紧密
联系。通过加强滨水公园功能与城区功能的
联动，加强城区与水岸的步行等多种交通方式
联系，可以让市民方便、无障碍到达滨水公园
及开敞空间，享受滨江休闲服务。

变化四
整合各种治理力量，打造责任

共同体

《建设指南》带来的第四个变化，是河道治
理从“九龙治水”变为“统筹共治”，也就是整合
各种治理力量，打造责任共同体。

过去，我国城市河道的治理涉及水利、住
建、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多个政府部门，涉
水职能部门过多、执法体制分散，部门间管理
权限及管理范围有重叠，分而治之的管理模
式效率低下，河流治理的协同性、有效性受到
影响。

为解决“九龙治水”的困境，各地逐步推进
以“河长制”为代表的“统筹共治”管理机制。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流
“清水绿岸”建设将单纯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转变为河流“上中下游、左右岸”一体化综合治
理，是落实河流管理长效机制的有效手段。“十
四五”时期，中心城区将完成跳磴河、花溪河、
盘溪河20条河流“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工程建
设，实现“长制久清”。

《重庆市城市河流清水绿岸建设指南》发布，明确提出四大建设理念和主要任务

中心城区河流风貌将发生哪些变化

□本报记者 赵迎昭
通讯员 周万炯 周祥猷

前不久，全国博物馆志愿服务典型案例入
围名单公布，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申报的“寻
找红岩发声人”志愿服务项目案例入选。

“寻找红岩发声人”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
馆打造的志愿服务品牌。“红岩发声人”是有一
片丹心的红岩英烈后人，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
员，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是活泼可爱的孩子，
是每一个讲述红岩故事、传播革命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的人。

近年来，“红岩发声人”通过线下线上平台
用心用情宣讲红岩故事，助推红色基因代代
传。

烈士后人深情讲述

2022年“寻找红岩发声人”活动以线上
形式举行，共有近180个视频参选。沙坪坝
区名校联合外语小学学生骆彦希拍摄了视
频《红岩记忆》。视频中，她来到重庆·1949
大剧院，以小记者的身份采访了红岩英烈谭
沈明的后人肖红。

2020年，肖红曾在“寻找红岩发声人”活
动中讲述二外公谭沈明的故事。今年，她携手
骆彦希，就是希望通过新时代儿童的视角，把
谭沈明烈士的故事讲给全国大小朋友听，让英
雄的故事在孩子们心里埋下种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可是在每年焚香祭
祖时，我都能从爷爷奶奶的口中听到他的故
事……”重庆市人民小学学生王悦嘉是红岩

英烈王敏的后人，她在视频《我的曾祖父——
红岩烈士王敏》中，将曾祖父的事迹娓娓道
来。

王悦嘉的妈妈说，先辈们为了国家和人
民付出了生命，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更要继
承和发扬家国情怀，树立理想信念，奋发向
上。

学校教育是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的一支重
要力量。重庆市人民小学有着光荣革命传统，
该校立足学校红色基因，从上世纪90年代初
就创办红岩班、周恩来班和桂园新一代中队，

教育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去
年，该校还组织开展了百童讲党史、百画绘长
卷、百花迎华诞活动，收获良好反响。

塑造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孩子们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视
频《我把红岩家书读给你听》由重庆市人民小
学学生陈思言、叶洪玮、李延康、官烨熙演绎，
讲述了江竹筠烈士“托孤信”《狱中致谭竹安
书》背后的故事。

重庆市人民小学语文教师谢婷婷是这条

视频的指导老师。在谢婷婷看来，江姐是学生
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她不仅是一位大义凛然的
烈士，还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一个柔情的女
人。通过这封“托孤信”，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烈
士有血有肉的丰满形象。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由无数个像
‘小萝卜头’一样的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重庆树人凤天小学学生何资语在视频《新中国
最小烈士——小萝卜头》中，带领大家走进歌
乐山烈士陵园、红岩魂陈列馆。在相关展品
旁，他声情并茂地讲述“小萝卜头”的故事，号

召少先队员向“小萝卜头”学习。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生得伟大死得

光荣”……看了何资语讲述“小萝卜头”的视频
后，网友纷纷感慨留言。

何资语的爸爸说，他很欣慰地看到女儿主
动想了解、讲述红岩故事，“在我们这座英雄的
城市，红岩精神无处不在，我很自豪。”

用鲜活的语言发出“青年之声”

很多大学生也成为“红岩发声人”。重庆
工商职业学院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合作共
建了红岩文化室，组建红岩精神讲解队，累计
有152名学生加入讲解队。今年，红岩精神讲
解队被评为“优秀红岩发声人”。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大二学
生、红岩精神讲解队队员陶桂月已在红岩文化
室讲解过10多场，她梦想着毕业后到博物馆、
纪念馆从事讲解工作。这份实践经历为她今
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与
文化建设科科长侯海燕介绍，党的二十大召开
后，红岩精神讲解队还组织开展多场“学习报
告 畅谈变化 致敬英烈”主题活动，将红岩故
事与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结合起来开展宣讲，
为师生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同时，他们还围绕

“梦想”等关键词录制微视频，用亲历的视角、独
到的观点、鲜活的语言发出“青年之声”。

像陶桂月一样，为红岩发声的大学生还有
很多，重庆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研究
生崔立恒就是其中一位。去年，他获得了“红
岩故事100奖”一等奖。他说：“把红岩故事讲
出来，在线上传播，让更多人看到重庆革命故
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正在实施革命文物保护、革命历史研
究、革命精神宣传、红色基因传承、文旅融合
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创新“六大工程”。红岩
联线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宣传英雄事迹
不能只靠专家学者、讲解员，也要汇聚社会各
界的力量，让社会大众共同为红岩发声。莹
莹之光必将汇聚成磅礴之力，让红岩精神世
代传扬。

烈士后人、学生群体、社会各界人士齐当“红岩发声人”

讲述有血有肉的故事 让红岩精神世代传扬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图为盘溪河（百林水库）“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实景图。
（图片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重庆市人民小学学生的视频作品《我把红岩家书读给你听》。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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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红和骆彦希讲述红岩英烈谭沈明的故事。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