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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尽管昨日重
庆小雨纷纷，却挡不住人们看书、购书的热
情。如今，在书香中过节，成了不少市民的
选择。他们徜徉在书的海洋里，享受属于
自己的宁静假期。

“平时工作挺忙，假期来这里看看书，
觉得特别舒服。”昨日上午，解放碑重庆书

城一楼，市民刘先生站在书架边，津津有味
地翻看着图书。在书城的结账柜台，来自长
寿某中职学校的老师吴燕正推着一大摞书
准备结账，购物车里有20多本心理学、社会
学图书。吴燕说：“班上有10多个学生没有
回家，我就专门带他们来解放碑逛书店，培
养他们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重庆日报记者在重庆书城看到，书城
专门开辟中外名著图书展示台供青少年选
读选购，并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
周年主题图书”展销活动。

昨日下午，重庆图书馆自习室也座无
虚席，其中有一半是家长带着孩子在进行
亲子阅读。在借书区，几位青年人正在认
真挑选图书。“从昨天开始，到馆里借阅图
书的市民就络绎不绝。”图书馆工作人员对
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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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毛双）10月 1日，渝中区热门景点洪崖洞
游客入口处，文明旅游志愿者王兵手中
举起的“手语翻译”牌子，引来过往游客
特别是聋哑人的点赞。国庆期间，渝中
区预计有1000余人次志愿者分赴6大热
门景区“打卡”，提供手语翻译、旅游讲解
等服务。

王兵是一名聋哑人，也是渝中区“阳光

520”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除了派出
4名和王兵一样的“手语翻译”志愿者外，该
协会还派出了十多名提供问询、引路、拍照
的志愿者。

重庆日报记者随后在长江索道景区看
到，往日排长队的现象不见了，几名穿着红
色马甲的志愿者站在一块硕大的电子显示
屏下，耐心为游客提供购票问询服务。

“这里可以现场取号或手机预约坐索

道了。志愿者丁鹏热情地对一对来自湖
北的游客说：“你们的票号预计需要排队
3个小时，我建议你们到解放碑逛一逛再
来。”

“国庆期间，来渝中区旅游的客人预计
将达900万人。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我们
每天派出了150余名志愿者，日均提供5小
时文明旅游服务。”渝中区旅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特别是洪崖洞、解放碑步行街、李
子坝轻轨站、湖广会馆、长江索道、鹅岭二
厂文创公园6个景点，将是志愿者重点“打
卡”服务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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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10月2日电 （记者 陈国
洲）“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谨立誓……”“作
为一名党员，在此我谨重温入党誓词……”
国庆期间，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红岩村等红
色旅游景区设立的宣誓墙下，众多游客在参
观游览的同时，在宣誓墙下宣誓，用这样一
种特殊的方式为自己立志，为祖国加油。

“我宣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引领学
生健康成长，做到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仁爱之心，为教育发展、国家繁荣和
民族振兴努力奋斗！”在重庆歌乐山烈士墓
前，面对着宣誓墙，来自重庆沙坪坝区一家
幼儿园的几十名老师在家长和孩子们的见
证下，庄严宣誓。随后，孩子们也举起右
手，宣誓好好学习，做国家栋梁。

“这是我们精心设计的欢庆国庆亲子
活动。”幼儿园包园长介绍，从9月初开始，
幼儿园就开始对小朋友们进行有关国庆的

引导教育，选择在国庆节以宣誓这种特殊
的方式举行活动，特别有意义。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甘嘉海介绍，自2017年11月起，红
岩联线就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各红色旅游
景区设置了宣誓墙。今年以来，仅重庆歌
乐山烈士墓登记的宣誓活动就超过500个，
参与人数达2万余人次。

国庆当天，记者在重庆歌乐山烈士墓
前的红岩魂广场上看到，虽然飘着小雨，但
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许多人都自发向烈
士墓敬献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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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酉阳龚滩古镇推出民俗项目“晒秋”，古镇居民晾晒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游客还可以在此体验筛豆子、摇风车、打连盖
等民俗活动。 通讯员 杨春来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2日，来
自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潼荣高速四分部的消
息称，潼（南）荣（昌）高速最长隧道——曾家
山隧道实现双幅贯通，为该高速路2019年
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潼荣高速起点为潼南区北面川渝界的
楠木湾，终点为荣昌区清江镇梧桐寺，项目
全长138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双向四车
道。2019年底建成通车后，从潼南到荣昌将
从2小时车程缩短至约1小时。

潼荣高速明年底建成通车
届时潼南到荣昌约1小时

本报讯 （记者 周松）9月30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江北区公安分局获悉，重庆首个
24小时自助警务便民服务区于日前在观音
桥商圈投用，可办理身份证自助申请、领取
等多项业务。

记者在现场看到，警务自助服务区面积
约60平方米，可提供居民身份证自助申请，
居民身份证自助领取，全功能证件自助拍
照，临时身份证明自助办理，处理交通违法
并缴款、补办车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识，驾
驶证补领、换领、信息变更，实时在线选择选
号池车牌号，港澳通行证自助申请签注、领取
及再次签注等9项常用的便民服务。

警务便民服务区亮相观音桥
24小时自助办理业务

祝福祖国 祝福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1日，来
自中铁二十局三公司的消息称，在建的石黔
高速扶手岩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这是石黔高
速公路贯通的第二座中长隧道。

石黔高速起于G69石忠高速三店互通，
止于G65渝湘高速黔江沙坝，双向四车道，
经黔江、彭水、石柱，分别连接渝湘高速和沿
江高速。全线将于2020年建成通车，届时
石柱至黔江车程将由4小时缩至约1小时。

石黔高速扶手岩隧道单幅贯通
2020年全线建成通车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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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30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轨道集团获悉，在建轨道交
通线路6号线支线二期复兴站主体结构已封
顶。

记者在现场看到，复兴站主体已现雏
形，设有5个出入口。复兴站采用岛式站台，
面积达15670平方米。轨道交通6号线支线
二期起于6号线国博支线悦来站，终于水土
组团的沙河坝站，线路全长14公里，设王家
庄站、生命科技园站、刘家院子站、雨台山
站、复兴站、红岩坪站、沙河坝站等7座车站，
其中王家庄站可与10号线实现换乘。

6号线支线二期复兴站主体封顶
王家庄站可与10号线换乘

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
挑战。

5年前，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
“课堂”搬到了中关村。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关村寄
予殷切期望：“面向未来，中关村要加大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力度，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5年来，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创新驱动
发 展 情 况 怎 样 ？
示范引领作用发
挥得如何？新华
社记者深入中关
村探访。

（据新华社）

奔跑吧，中关村！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率领

中央政治局到中关村集体学习
5周年之际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邀
请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全体成员参加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69周年招待会。9月30日下午国庆招待会前，习
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并同大家合影留念。10月
2日下午3点，“英雄机长”刘传健回到重庆，不顾劳累接受了
媒体的集中采访。

总书记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

回忆总书记会见时的情景，刘传健兴奋地说：“当时我
很紧张，但这种紧张与之前处置飞行事故的紧张不一样，
是一种喜悦、高兴和荣誉，而处置事故的紧张是一种职业
的需要。”

会见时，刘传健站在第一排最右侧的位置。当习近平总
书记步入会见厅后，第一时间向他问道：“你是当时的机长？”
一句平易近人的问话，让刘传健立即放松了紧张的心情，“总
书记非常和蔼可亲，他问了我们事件的情况和员工的身体状

况，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机组全体成员时说，危难时方显英

雄本色。你们化险为夷的英雄壮举感动了无数人。得知你们
的英雄事迹，我很感动，为你们感到骄傲。授予你们“英雄机
组”、“英雄机长”的光荣称号，是当之无愧的。“没想到总书记
给予我们这么高的荣誉，听了之后，我感到有一种特别的责
任，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刘传健说。

把平凡的工作做好就是英雄

总书记说，把每一项平凡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英雄群体、英雄
人物。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就是要把非凡英雄精神
体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体现在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
责任意识上。这让刘传健特别感动，在他看来，把平凡的工作
做好就是英雄，在各行各业里兢兢业业、做出成绩、做出贡献
的都是英雄。

刘传健说，在“5·14”事件的处置中，当时飞机迫降能否成
功自己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因为飞机的状况和外界的环境是
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飞模拟机时无法模拟的，“自己
当时想的就是拼尽全力，用所学知识控制好飞机，不让飞机掉
下去，保证旅客安全，把他们平安带回地面。”

自从飞机迫降后，按照航卫部门要求，刘传健一直处于休
息和调理阶段，在成都与重庆两地往返进行身体恢复和心理
干预。“我感觉身体和心理都恢复得不错，但最终要以航卫部
门的评估来决定。”

（下转2版）

10月2日，“英雄机长”刘传健接受采访。
通讯员 周邦静 摄

10月2日，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大量游客冒雨游玩。随
着我市都市旅游的提档升级，重庆成为越来越多海内外游客
的旅行目的地。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国庆假日，丰都县宏声文化广场，市民纷纷与国旗合影。
通讯员 熊波 摄

10月2日，游客在黔江区芭拉胡景区的绝壁栈道上游玩。
特约摄影 杨敏

10月2日，家长和小朋友在沙坪坝区大学城龙湖U城一
商场海底世界玩耍，享受快乐假期。

通讯员 赵杰昌 摄

“英雄机长”载誉归来

9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
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全体成员。10月 2日，
刘传健回到重庆——

“祝福祖国，相信祖国！”人民共和国69岁华诞之际，声声
祝福刷屏朋友圈。这祝福不仅饱含与祖国携手同行的喜悦，
更满怀和祖国勠力奋进的信心。这种信心并非凭空而来，它
来自全国人民用60多年艰苦奋斗洗礼出来的最美时代气质！

发展是自信的磨刀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怀梦
想、攀高峰，以历史性成就和变革，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5年多时间，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迎刃而解，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付诸实践。扬鞭自策的中国奔行不息，驶出现代化的加速度。

人民有信心，国家有力量。回首来路，自信是披荆斩棘的深
刻总结；面向未来，自信是攻坚克难的必然选择。眼下正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与世界深度融
合的激荡期，也是中国的改革之“时”、转型之“时”、发展之“时”。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人民对祖国的信任如雨露阳光，滋养
着使之不尽的闯关夺隘定力，催生出用之不竭的攻坚克难韧劲。

改革开放40年的深厚积累、13亿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中国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不移秉承，是厚积薄发的发展
之“势”、众志成城的人心之“势”、合作共赢的开放之“势”，更
是顺“时”而上的决胜之“势”。正视问题折射自信，解决问题
更显担当，13亿多中国人民勠力同心、自信而豪迈，是发展爬
坡过坎、闯关夺隘，开创新境界的加油站。

一个民族的强盛，离不开自信的支撑；一个国家的繁荣，
离不开人民的奋斗。在自信的时代气质里，我们要用迈进新
时代的豪情满怀鼓舞踏上新征程的澎湃斗志，更要用担起改
革新使命的激流勇进铺就直抵梦想的不朽之途。发展是硬道
理，自信是真底气，无论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还是解难题、
开新局，自信和奋斗的结合，都是实现梦想的关键所在。

取人心所向之势，谋改革发展之实，让我们用信心向人民
共和国作出最真诚的告白。与祖国携手，与信心同行，一定可
以走好复兴之路上的“关键一程”。 （新华社发）

祝福祖国：信心是最真诚的告白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