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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气象预
报，在重庆的边远山区今年会出现冻
雨或雨夹雪天气，导致部分山区遭受
凝冻灾害。贫困山区的困境儿童大部
分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年迈的爷爷
奶奶心有余而力不足，疏于照顾，留守
儿童缺乏足够保暖的衣物，导致他们
的小手出现冻疮、皲裂。

生活因温暖而美好，有爱，孩子将
不惧严寒。为此，红樱桃行动邀请全
社会爱心人士，通过筹集善款，购买毛
线；邀请全市的爱心单位，捐资购买毛
线，为乡村学校的孩子解决御寒取暖
衣物；邀请主城及渝西14个区的市民
和少年儿童朋友，为凝冻山区的小伙
伴义捐善款，购买毛线，让那些冻得满
脸通红的小伙伴不再天天靠跑步取
暖；我们还将动员14个区的30万市民
变身编织义工，为山区孩子打一条围
巾，织一双手套，编一顶帽子，为贫困
地区的老人织一件毛衣和帽子。号召
全社会立即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各尽所能。用公益的力量为爱
穿针，让冬日的真爱温暖孩子。

爱心织物编织完成后，在2019 年
元旦春节期间，山区孩子们放寒假前，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将带领爱心市民、
爱心家庭、爱心企业、爱心少年、爱心编
织义工代表以及全市20家公益组织的
义工，翻山越岭，顶风冒雪，将爱心织物

送到渝东北、渝东南等14个国家级贫
困县高山凝冻地区的老人和孩子们中。

一条围巾，一双手套，一顶帽子，一件
毛衣。这个冬天，无数陌生人会把十二月
的阳光，连同自己的体温一道，织入这一
针一线之中。这个冬天，在远离城市的高
山凝冻地区，在冻雨飞雪的大山深处，那
里的孩子，将获得整座城市的温暖。

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
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红樱桃行动的
意义，在于为每个心中有爱的人搭一
架向善的“梯子”，引领人们走上更高
的境界，在于将爱的涓涓细流汇聚成
一股宏大的力量，推动社会向善，涵养
孕育一个美丽中国。因为公益，红樱
桃行动是人世间温情的共鸣，它代表
的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

请有意愿捐赠爱心毛线，爱心善
款或爱心物品的爱心人士，与14个区
文明办联系，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附后。

本活动经主办单位同意，捐款由
14个区文明办接收，用于购买毛线，组
织编织义工进行编织，最后将统一送
到14个国贫区县高山凝冻地区的老人
和孩子们手中。媒体将及时公布资金
使用情况，以保证善款善用、严格管
理、高效运作、公开透明。

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2018年12月4日

红 樱 桃 ，爱 流 传
——重庆市第六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动倡议书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2 月 4
日，重庆市第六届红樱桃“冬日针爱”
志愿行动来到渝中区，该区已募集万
名志愿者为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留
守儿童和孤寡老人义织围巾、手套、帽
子和毛衣。

在渝中区华福巷社区文化小广

场，围坐在一起的志愿者们你一言我
一语，左手穿针、右手引线，商量着如
何才能把围巾、毛衣、手套编织得更
暖和。

76 岁的王庆华是志愿者里的
“老大姐”，从参加第一届“冬日针爱”
活动以来，王庆华年年都不落下，已

有超过 100件爱心织物出自她的双
手。即使上了年纪，王庆华仍然精神
矍铄，为聚在一起织围巾的姐妹们提
供建议。她告诉记者，几年的“冬日
针爱”志愿活动经验累积下来，大家
总结出来一个心得：围巾要打三尺五
长，这种长度很适合重庆偏远高山地

区的孩子。
据了解，今年“冬日针爱”活动的

主题为“针情相伴、暖心暖行”，目前，
渝中区各街道已有超万名志愿者参与
编织行动，他们要在2019年新春佳节
来临前，为偏远山区的孩子、老人们送
去暖心祝福。

万名编织义工为爱穿针
——重庆市第六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动走进渝中区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2月 4
日，记者从重庆市委组织部获悉，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选调生
工作的重要指示，落实中组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选调生工作的意见》，重庆
计划选调一批2019届应届全日制普通

高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到基层
工作，12月12日起可网上报名。

选调生的报考资格，要求在符合公
务员法规定基本资格条件基础上，还须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中共党员（含中共
预备党员）、优秀学生干部、获得过校级

以上奖励、具有参军入伍经历。此次选
调突出高素质专业化，紧扣全市打好

“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需
要，重点选调人工智能、经济金融、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等急需紧缺专业的优秀
毕业生。严格执行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选调程序按发布公告、网上报名和资格
审核、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等进
行。选调生录用后，安排到乡镇（街
道）、村（社区）进行不少于2年时间的基
层锻炼。

报考人员请于12月12日10：00至
12月20日17：00登录重庆领导干部考
试网（www.cqleaders.com）网上报名
系统，提交报考申请。笔试时间初步定
于2019年1月12日。

重庆选调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2月4
日晚，2018年阅读之星——重庆市民
诵读大赛总决赛在重庆群星剧院举
行。从数万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的
15名选手轮流上台诵读，让现场观众
连声称赞。

作为代表重庆市民最高诵读水平
的赛事，本次市民诵读大赛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旅委主办，自8月13日开赛以
来，该赛事得到了市民积极响应，总参
赛人数近5万人。经过初赛、复赛、决
赛的重重选拔，最终有15名选手脱颖
而出，进入总决赛。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
秋池……”当晚，伴随着来自南岸区
图书馆的余音希等人充满深情的朗
诵，大赛拉开了序幕。据了解，15名
选手参加总决赛所朗读的篇目均为
事先指定。只见选手们身着盛装，用
充满感情的声音为观众带来《夕阳透
入书房》《爱上这座城》《坚如雪峰》等
篇目。

2018年重庆市民诵读大赛总决赛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成
明 郭小勇）12月 4日，刘伯承
诞辰126周年纪念活动在刘伯承
同志纪念馆举行，刘伯承元帅亲
属刘蒙将军、元帅纪念馆及部分
革命纪念馆代表、开州区的干部
群众100多人出席活动，并向刘
伯承元帅铜像敬献了花篮。

“巍巍太行，神农伏羲，补天
女蜗，拯民后羿。千古忠魂兮，
还此地……五十春秋又回乡里，
当年英雄赤岸聚义。每访此处，
胸中百感，将军伟业兮，留青
史！太行山魂兮，照后人。”刘蒙
将军在现场与大家分享了他撰
写的《太行山魂赋》，追忆了刘帅
一生光辉历程。活动期间，全体
人员参观了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和新征集文物展，参加了刘帅精

神专题宣讲会。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元

帅出生于开州区赵家街道周都
村，在家乡度过了19个春秋后，
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出生入
死、南征北战数十年。他是中
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缔造者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
军事理论家。他为祖国、人民、
军队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
朽功勋。

据开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开州区将学习弘扬刘帅精神，作
为开州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以
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广大干
部群众，激励帅乡儿女砥砺前
行、奋发有为，建设美好家园。

开州举行刘伯承诞辰126周年纪念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2
月4日，重庆市公安局举行全市
公安机关预防企业人员职务犯
罪法治警示课堂启动仪式。启
动仪式上，重庆市工商联联合市
公安局为首批5个市级法治警示
教育基地授牌。今后，重庆企业
可根据自己需求提出申请，组织
员工前往相关法治警示教育基
地参加学习。

据了解，预防企业人员职务
犯罪法治警示课堂是重庆公安
认真贯彻落实全市民营企业座
谈会部署要求，积极响应企业需
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新发展
的又一创新举措。当天的警示
教育活动现场，重庆日报记者看
到，参加人员首先观看了法治警
示教育片，聆听职务犯罪人员忏
悔，了解职务犯罪形势危害；随
后参观看守所了解相关工作情
况，进行现场法治警示教育。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近
年来，民营企业职务犯罪呈高发
多发态势。这些犯罪贯穿企业
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涉及从企业
经营者、管理者到关键岗位工作
人员各个层面，严重影响了社会
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轻则损害
企业合法利益和健康成长，重则
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严重亏
损甚至破产，社会影响十分恶
劣。市公安局响应企业呼声推出
预防企业人员职务犯罪法治警示
课堂，就是希望将防线前置，不断
增强广大企业人员法治意识，切
实预防和减少涉企违法犯罪，助
力企业实现高质量新发展。

接下来，预防企业人员职务
犯罪法治警示课堂将在全市各
区县同步启动，企业可根据自身
需求联系本辖区工商联，由工商
联对接公安机关组织实施，为企
业提供法治警示教育服务。

为预防企业人员职务犯罪

重庆启动法治警示课堂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12月 4日晚，由中宣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电视纪
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
革开放40周年》在央视综合频
道播出第5、6集。连同前面的4
集，该纪录片的前 6 集分别为
《弄潮儿向涛头立》《在希望的田
野上》《打开国门搞建设》《到世
界市场的大海中去》《血，总是热
的》《爱拼才会赢》，内容既有博
大的视野，又有生动的细节，不
少人看后心潮澎湃。

据了解，该片以改革开放40
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为基础，选取我国经
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迁故
事，呈现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
宏伟实践。

整部纪录片共18集，每集时
长35分钟左右，12月2日至10
日在央视综合频道每晚8时开始
播出两集。该纪录片展现了107
个典型的改革故事，摄制组采访

了183位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
见证者，还挖掘了大量历史素
材，用40年来的时代歌曲、影视
作品串起一段段改革岁月，旨在
激起观众的共同记忆。

“我们的父辈曾在改革开放
中努力奋斗，而我们这一代学生
则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西南政法大学大三学生杨雅涵
在观看纪录片后说，纪录片采访
了很多不同领域、亲历改革开放
的人，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青
年，我们将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
棒，创造更多可能。

渝北区市民龚健表示，从纪
录片中，他看到了改革开放之于
中国的伟大意义。“改革开放后，
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如今退休了，每年都能
去祖国各地旅游，享受晚年生
活，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12月5日晚，该纪录片将播
出第7、8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
光》和《知识改变命运》。

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
改革开放40周年》

精 彩 情 节 让 观 众 感 受 到
改 革 开 放 的 无 穷 力 量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12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医
附属儿童医院获悉，作为该院紧
密型医联体成员，由双湖资本投
资的重庆佑佑宝贝儿童医院进入
试营业阶段，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专家将轮流坐诊该医院。该医院
是公立医院利用社会资本办医的
全新尝试，也是我市医疗服务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探索。

据了解，重庆佑佑宝贝儿童
医院目前已进入试营业阶段。
医院位于渝北区嘉蓉路999号，
一期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设

有300张床位。医院实行全预约
制，首先投入使用的是儿童医疗
中心和儿童健康管理中心。

“由公立医院出技术，社会
资本出资源、资本，这一全新合
作模式将推动我市健康产业的
发展。”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说，
这也契合了当前助推民营医院
发展的良好势头，截至2017年
底，全市社会办医院数达到528
家，占全市医院总数的68.42%；
床位数达178537张，占全市总
床位数的26.3%，多层次、多样化
的医疗服务雏形初现。

渝北区新增一家儿童医院

本报讯 （记者 张莎）重
庆日报记者12月4日从市红十
字会获悉，即日起至12月18日，
市红十字会联合普瑞眼科全城
寻找 10 名角膜移植需求者，
帮助他们重见光明。

如果是持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证、市区级民政部门审批的低
保证或者残联制发的残疾人证
的患者，以及遗体和器官捐献者

直系亲属，即可申请全额手术救
助；如果是持有由当地街道办事
处、村委会等开具的贫困证明的
患者，以及遗体角膜器官捐献登
记志愿者，并经市红十字会审核
资质、普瑞眼科确认后，可根据
手术方式进行部分额度援助。

活动期间，患者可拨打重庆
市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电话
023-67084780进行咨询登记。

市红十字会寻找10名角膜移植需求者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月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大学获悉，历
经8个月、花费约600万元，重庆大学

“七七抗战大礼堂”修缮完毕，并将重
新启用。

“七七抗战大礼堂”位于重大A
区后校门附近，暖黄色墙体的礼堂旧
址掩映在绿树丛中。据重庆大学校史
记载，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后，国立中央大学（现在南京大
学、东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前身）西
迁重庆，重庆大学拿出沙坪坝松林坡
约200亩土地，供国立中央大学建校
舍使用。

从1937年至1946年，重庆大学
和国立中央大学携手办学，两校师
资互聘、学分互认、资源共享。1938
年，因办学需要，时任国立中央大学
校长顾孟余主持修建了“七七抗战
大礼堂”。1946年 11月，中央大学
返回南京后，“七七抗战大礼堂”留
给了重庆大学作为礼堂使用。因年
久失修，“七七抗战大礼堂”后来被
鉴定为危房，不再使用。今年3月，
重庆大学在教育部和沙坪坝区文化

委的支持下，启动修缮“七七抗战大
礼堂”。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七七
抗战大礼堂”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式，
整个建筑呈矩形，占地面积上千平方
米。其采用传统的小青瓦屋面，红色
门窗配以拱门、阳台，素雅端庄，与周
围环境相得益彰。

“修缮比较困难的有三点：一是
墙体部分由于多年被风吹日晒和雨
水浸泡，几乎不能承重；二是里面的
木架木梁，大多被白蚁蛀蚀；三是墙
壁的隔音处理。”重庆大学基建处副
处长聂会元介绍，在修缮中施工方想
了很多办法，最终达到了修旧如旧的
效果。

据了解，重庆大学准备将修缮后
的“七七抗战大礼堂”作为演出、展览、
活动交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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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大足区

联系人

彭翀

钟敏

李波

余张铤

李顺

彭艳娇

张晋

潘霖

李雪飞

黄鹏

谢华

刘强

邓成红

陈晓红

联系方式

63318286

68904592

67961793

65368634

68780339

62980676

68863562

67377228

66239099

40246099

81220329

42756017

49806671

43769316

地址

渝中区民生路299号（渝中区
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大渡口区文体路126号

江北区金港新区16号

沙坪坝区凤天大道8号

九龙坡区杨家坪西郊路27号

南岸区广福大道5号行政中心
C区西楼504室

北碚区行政中心1111室

渝北区双龙大道64号

巴南区龙洲湾龙海大道6号

长寿区桃花行政中心南楼

江津区圣泉路99号行政中心
1732

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希尔安大道
222号517室

永川区中山路街道人民大道
191号

大足区环北路东段1号党政办
公大楼810室

▶12月4日，重庆群星剧院，重庆
市民诵读大赛总决赛现场。

记者 齐岚森 摄

12月4日，重庆大学A区，国立中央大学“七七抗战大礼堂”修缮完工。
特约摄影 龙帆

重庆大学“七七抗战大礼堂”修缮完毕
将作为演出、展览、活动交流场所使用

第六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动
爱心捐赠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