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版
2017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五

编辑 许阳 美编 陈虹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本报讯 （记者 夏婧）“红岩精
神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不忘初
心和本色，牢记使命与担当，为重庆
的红色景区点个大大的赞。”11月9
日，在参观完红岩革命纪念馆后，来
自广州的游客张惠在观众留言簿上
激动地写下这句话。重庆日报记者
从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以
下简称红岩联线）获悉，在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后，其下辖红色景点参
观人数大幅增加，仅仅在最近16天
里，就比去年同期增加近5万人次，
党员干部与青少年纷纷来此举行

“主题党日活动”“红色旅游研学活
动”等。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近段时间，红岩革命纪念
广场常常响起党员们掷地有声的入
党誓词。红岩联线参观接待部工作
人员邓涛介绍，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后，重庆各大机关纷纷走进红岩革命
纪念馆等红色景点，缅怀革命先辈、
重温入党誓词。其中，进出口银行重
庆分行党委、重庆江北供电公司调控
中心、重庆电子工程学院党总支、深
圳市龙华区福成街道党委等单位专
程到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

“每次听到大家重温入党誓词我
都无比激动。”邓涛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党员们在重温入党誓词之前都重
新学习了党章，一位老党员还在重温
入党誓词后感慨，“这些誓词背起来
容易，真正做到却需要一辈子的坚
守，必须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才能在新时代为人民造福。”

党员干部只是红岩联线观众中
的一部分。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10
月24日至11月8日的16天里，红岩
联线红色景点参观人数总量达38万
余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近5万人次，
增长14.8%。每位讲解员平均每天讲
解4场，周末则高达7场。

“据统计，参观的人群中，党员干
部占比20%，此外，还有很多青少年
到此集中学习。”邓涛介绍，10月30
日，在渝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的
500余名师生就走进红岩村、白公馆、
渣滓洞举行“红色旅游研学活动”。

而参观人数的增长也让红色图
书与文创产品受到青睐，其中，图书
《红岩》《小萝卜头》平均每天都要卖
出十余本。

据悉，为让更多人感受红岩精
神，红岩联线还启动了“学习贯彻十
九大 大力弘扬红岩精神”的宣讲活
动。红岩联线的红岩故事宣讲团结
合十九大精神梳理了《金钱与人生》
《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狱中八条》
等故事，将走进基层，在年内开展十
场宣讲活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红岩联线参观人数大增

“姚书记回来啦，什么时候给我们讲讲十九大
精神？”

自从10月26日回渝，十九大代表、重庆中车长
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长客）技术部
副部长、技术党支部书记姚鸿洲就经常听到类似的
问话。

“你们想听哪方面的内容，可以先‘点播’！还
想多听的，等我回去‘备课’后一并讲。”对这类要
求，姚鸿洲总是来者不拒。

11月3日，姚鸿洲为技术党支部的青年党员们
做十九大精神宣讲。这一次，他就针对技术党支部
乃至全公司的特点，重点宣讲了十九大报告中“贯
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关内容。

“姚书记的宣讲让我热血沸腾！”听完宣讲后，
青年党员莫骄弟激动地表示，作为青年技术工作
者，应当勇挑重担，敢于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把更
多的轨道车辆优秀技术成果应用于国内外。

宣讲方式持续“更新”

实际上，技术党支部的青年党员们听到的宣讲
内容，已经是姚鸿洲多次“备课”、几易其稿后的了。

为了把十九大精神传达好、宣讲好，平日专注
于技术研发，不善言辞的姚鸿洲从回渝起，连续几
天熬夜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修改宣讲稿，熬出了
黑眼圈。但在同事们看来，姚鸿洲不仅没有显露疲
惫，反而更加精神振奋。同事梅艳欣就挺好奇：姚
鸿洲白天要带领团队在车间搞研发，晚上要熬夜准
备宣讲，还能精神昂扬，难道有什么秘诀？

“这是自然而然、发自心底的振奋！”姚鸿洲说，
参加十九大以来，他一直心潮澎湃。也正是为了把
自己的体会和激动传递给更多的人，他才屡屡“挑
灯夜战”，修改自己的宣讲稿，思索新的宣讲方式。

在此之前，姚鸿洲到重庆机电集团做过宣讲，
他选择了平实、全面的讲法；回到中车长客以后，他
将新的体会写在白板上，像教师讲课那样与同事们
进行交流；如今，他又专门制作了PPT，根据中车长
客青年职工多、技术人员多的特点，用生动、富于激
情的语言来传达和宣讲十九大精神。

接下来，姚鸿洲还要到重庆水泵厂责任有限公
司、重庆长轴轴承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宣讲。他表
示，一定会预先做足功课，让大家在十九大精神宣
讲中获得指引，获得动力。

工作中也在交流十九大精神

姚鸿洲的宣讲场地远不止是会议室。在办公
室、装配车间、食堂……他也会和同事们交流十九
大精神。

十九大报告提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
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
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中车长客有500多名员工，平
均年龄26岁，其中还有100多名技术人员。青年科
技人才会得到哪些支持，如何打造高水平创新团
队，成了中车长客技术部的年轻人们最关心的问
题。

“姚书记，咱们企业有没有人才培养计划？在
创新方面，有鼓励措施吗？”11月3日，姚鸿洲和团
队在装配车间讨论着即将下线的轻轨10号线车辆
项目进度，就有同事“见缝插针”来提问。

“大家放心，我们会逐渐出台人才培养方案，提
高青年人才的创新积极性，营造更多的学习机会。”
姚鸿洲拿着图纸，肯定地回答。

姚鸿洲的同事陈波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听了姚
鸿洲的宣讲，又经过多次交流后，自己意识到青年
技术工作者前途光明，大有可为。

“青年人就应该勇挑重担闯难关。拿轨道车辆
研发来说，我们奋发工作，就能为建设交通强国贡
献一份力量，这让我特别自豪！”陈波说。

带领团队继续攻坚创新

虽然被称作“姚书记”，其实，“85后”的姚鸿洲
和同事们一样，还是富于朝气的青年技术工作者。
在工作中，他大胆攻关，带领团队共同攻坚创新。

2008年，姚鸿洲进入中车长客工作，一心钻研
轨道交通新技术。截至2016年，他先后获得了8项
技术专利，其中5项为第一发明人。

姚鸿洲并没满足。2010年起，他先后编撰《轻
轨车辆装备工艺作业指导书》《地铁车辆装备工艺
作业指导书》，为中车长客的员工们提供了“课本”。

2011年，姚鸿洲运用自己电气专业出身的优
势，探索性地发明“司机室下线模板”，使得同事们
可以在轨道车辆司机室外进行布线工作。仅这一
发明，每年就为公司节约线缆和人力成本200多万
元，并缩短了轨道车辆的整体装配时间。

如今，姚鸿洲又带着团队加班加点，推进“双流
制”轨道列车的研发。所谓的“双流制”轨道列车，
是指在能在使用直流电的轨道列车和使用交流电
的城际铁路列车间实现自由切换的新型轨道列
车。这种列车的研发，对于提高城市交通运力有重
大意义。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大家拧成一股
绳，才能在工作中干出更大的成绩。”

姚鸿洲说，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
气。这让他和同事们深受鼓舞。下一步，他们将继
续扎实搞好科研，推进创新，让更先进的轨道车辆
技术服务于更多的人，为建设交通强国贡献出自己
的力量。

十九大代表姚鸿洲立足企业特点做宣讲

“青年人就应该勇挑重担闯难关”
本报记者 申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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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员正在为党员干部讲述红岩历史。 （红岩联线供图）

近段时间，老马忙得不可开交。
学习十九大报告、宣讲十九大精神、

调解群众矛盾、上党性修养课、写心得体
会……几乎占据了老马所有的时间。“在学
习十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曾担心随着年龄
的增大，自己跟不上新时代的新要求，不能
取得新时代的新成绩。”怎么避免这种情
况发生？老马身体力行，给出了答案：拿出
实干苦干的作风，用成绩证明学习效果。

群众不是外人，为基层群众
服务是终生事业

“自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我就来到观
音桥街道当了一名调解员，人民调解工作就
是跟老百姓打交道，问题多、很具体。”马善
祥告诉记者，扎根基层29年，他成功调解矛
盾纠纷2000多起，撰写160本、520多万字
的工作笔记。

马善祥，人称“老马”，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原调研员，也
是“老马工作室”的创始人。现在，基于老马
调解工作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已经成
为全国调解员的学习范本。

“20多年的群众工作我给自己立下了
很多规矩，包括接待群众的六个环节，比如
请坐倒水等；服务群众的五个一样，比如群
众配不配合，服务群众的态度一个样；帮助
群众的四个主动，比如主动扶老人上楼下楼
等。但现在我又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群众工
作的更高标准：让群众享受服务，他们来不
仅办了事，解决了问题，还有一种内心愉快
的感觉。”老马说。

不仅要求自己做好每件小事，老马也鼓
励引导身边的同事树立理想、干好工作。“街
道、社区工作的同志常有困惑，认为基层工
作意义不大，难出成绩，我就以党的思想和
生动的实践做出相反的结论：基层工作其实
价值巨大。因为基层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最
贴近，而我们党所有工作都是围绕人民群众
开展的。”

“我从来不把群众当外人，把为基层群

众服务视为终生事业。”紧张忙碌、马不停
蹄，是马善祥工作的常态；群众带着怨气来，
带着满意走，是“老马工作室”的写照。

每天学习十九大报告时
是最愉快的时光

“热心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耐心帮
助群众化解思想困惑”。11月9日下午，当
记者推开“老马工作室”大门时，老马正埋头
研读十九大报告，专心致志在笔记本上做着
记录。

“批注写得这么密密麻麻，看得清吗？”
看到报告的空白处写满了蚂蚁大小的字，记
者问道。老马解释说，在读报告的过程中，
会突然迸发出一些新想法，为了及时把这些
零星感想记录下来，做批注已成了一种习
惯。“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晚上再把
这些凌乱的批注系统整理出来。”

记者注意到，工作室的书架上，堆放着
一些读书笔记。“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后，结
合具体调解工作，我写了十余篇心得体会，
加上一些笔记，目前已有近3万字。”老马
说。

这段时间，老马的学习任务非常重：每
天坚持学习十九大报告，每周还要写3篇心
得体会。他说：“现在平均每天调解3起群
众矛盾，白天可以挤出两个小时，晚上再学
习一个多小时十九大报告，雷打不动，也是
我最愉快的时光。”

老马介绍，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不断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群众工作本领”“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内容，
与街道社区的调解工作联系非常紧密，成为
他开展工作的指导和标杆。

“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为我们在新时
代做好基层群众工作给出了明确方向。”老
马坦言，吃透十九大报告精神，对未来开展
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后我还
会写50篇甚至100篇学习文章，用十九大
精神指导工作，走进新时代，创造新业绩！”

讲故事带动讲道理
让群众听得懂能领会

11月9日中午2点，带着自己宣讲的标
配：一个笔记本、一支笔、一个水杯，老马来
到观音桥街道桃源社区，打算和社区群众唠
唠嗑，讲讲十九大有关“健康中国战略”的内
容。

“老马，你又来了。今天给大家讲点十
九大的什么内容啊？”刚进社区，老马就遇到
了自己的老熟人，81岁的退休教师刘炳连
和他的老伴儿、79岁的黄铸文。“刘老师、黄
老师，你们的精神状态看着真好，好多年轻
人都比不上。”老马笑着与两位老人寒暄：

“你们晓得不，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将健康提升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这可为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
更多的健康福音呢。”老马洪亮清脆的声音
立马吸引了附近散步的群众，大家围成一个
圈，静静地听老马讲。

“党的政策好啊，让我们的日子一天比
一天有品质，不活到100岁都对不起这么好
的政策。”听完老马的宣讲，黄铸文一番肺腑
之言引得大家连连点头。群众在发表意见
的时候，老马也总是仔细聆听，不时记录。

“我要记下群众最关心的内容。”老马说，向
群众宣讲的同时也要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
的语言和思维方法。只有用群众愿意接受
的方式和语言，才能将十九大精神更好地宣
传出去。

如何将十九大精神运用到群众工作
中？老马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老马工作室来了一
男一女。女的一说话就带了哭腔：“老马，我
和他是没法过了。”原来，两人从农村进城奋
斗打拼多年，现在生活富裕了，但矛盾也多
了起来。二人已两次离婚，虽然现在继续
交往，但谁也不敢再谈复婚。

老马一边安抚女方情绪一边分析道：
“为什么穷的时候没有什么矛盾，富了反而
矛盾多。原因在于物质条件不断提高的同
时，你们的文化素质却没有提高。女方猜疑
急躁，男方粗鲁散漫，观念分歧一多，就过不
下去了”。老马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不断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现在你们需要补一补素
养低、观念旧、文化差、精神贫穷的短板，让
物质、精神、文化全面发展起来。

最后，二人带着沉思离开，与来时相互
指责的样子截然不同。

谈起未来如何宣讲十九大精神，老马说
他已有了初步的打算。“最关键的一点是，通
过讲贴近群众生活的故事将十九大精神潜
移默化地传达给群众。”老马说，自己将不断
学习，与时俱进，结合工作学十九大精神，在
为群众解决问题中宣传十九大精神，用自己
满腔热情的服务增加群众的获得感。

“老马工作室”创始人马善祥

学习吃得透 亲手写下3万字的学习心得
宣讲有高招 将十九大精神融入群众工作

本报记者 周尤 见习记者 吴星瀚

我从事基层宣传的工作近三十年，既向领导
干部做宣传，更多的是向社区群众、工人农民做宣
传，哪些方法宣传效果好、哪些不好，慢慢就有数
了，之后，我就形成了基层宣传工作风格：讲道理，
先从讲故事开始。

——摘自马善祥文章《基层宣讲要讲好内容、
更要讲好故事》

干部在服务群众上经常要做出良心判断。自
己做得怎么样、付出怎么样，为群众服务有没有真
情，为群众解决困难有没有全力以赴，只有困难群
众生活过得去，只有广大群众心情过得去，我们群
众工作者在良心上才过得去。

——摘自马善祥文章《新时代基层群众工作
的新思考》

我目不转睛看着电视画面，从椅子上站起
来，庄严聆听习总书记的领誓，眼眶湿润了。我

是比较容易感动的人，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感
染，听誓词，首先就是感动，感动于人民的领袖是
一位高尚的人，他能够带领我们党带领人民变得
高尚。

——摘自马善祥文章《感动、敬仰、看齐 聆听
习总书记领誓“入党誓词”有感》

个人的生活会逐渐固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就
是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从习惯、爱好、情趣，到思
维、选择、追求，一经形成就不容易改变。不同的
爱好支配着不同行动，不同想法支配着不同选择，
不同的价值支配着不同的人生。人的生活方式，
在人的整个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很多
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人生，都与不同的生活方式
紧密相关。

——摘自马善祥文章《新时代干事业要有全
新的生活方式》

老马心得体会摘登

11月9日，江北区观音桥街道，马善祥利用午休时间学习十九大精神。 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