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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3
日至 9月 6日，市
发展改革委 2018
年处长论坛活动
举行，这是近年来
市发改委历时最
长、规模最大、影
响最深的活动。
10多位处长在论
坛上激情演讲，让
演讲者与听众之
间产生了强烈的
思想碰撞。

作为获得过
国家发改委学术研究成果二等奖的专职副书
记，刘盛举带领党办年轻干部精读细研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等理论成果，
向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发起挑战。

刘盛举认为，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就是要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
建促中心”的工作思路，在结合上、渗透上、贯穿
上下功夫。

在结合上下功夫，就是始终围绕中心业务
工作制定党建计划、安排党建活动，推动党务业
务工作有机结合。该委将市委常委会集中学习
内容作为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必
学内容，开展红色教育、“以案说纪、以案说法、
以案说德、以案说责”警示教育，发挥党建工作
对业务工作的引领作用。

在渗透上下功夫，就是围绕“三大攻坚战”
“八项行动计划”等重点工作，利用处长论坛、青
年论坛两大载体，使中心业务工作的开展有党
员干部的敬业奉献和党建活动作为助推保障。

在贯穿上下功夫，就是把党的制度建设贯
穿到业务工作和干部人事工作全过程中，将民
主集中制原则贯穿到业务工作决策过程中，将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贯穿到业务工作的日常监
管中。

2018年，刘盛举连续两次在全国发展改革
系统党建工作培训班上作为西部地区唯一代表
作主题报告。市发改委作为组长单位的机关党
建工作第五协作组被市委直属机关工委评为年
度优秀协作组。

市发改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刘盛举：

推进机关党建
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廖雪梅

1月5日，由荣昌区委区政府主办，市
纪委监委宣传部协办，荣昌区纪委监委承
办的“喻茂坚廉政文化暨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加强政德教育座谈会”在荣昌区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喻茂坚后人代表，
以及喻茂坚曾经为官之地（今陕西西安、福
建福州、安徽铜陵、江西丰城、河北正定、贵
州修文等）市县的纪检监察干部，约150人
齐聚喻茂坚故里——重庆荣昌，共同见证
喻茂坚纪念馆开馆，并围绕挖掘传承喻茂
坚廉政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党员干部
政德教育进行深入探讨。

弘扬传承喻茂坚为人为官之德
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需要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监察法学
院）教授龙大轩认为，“从喻茂坚身上，我们
能看到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有三层含义：清
廉、清明、清正。它们刚好与习近平总书记
所要求的领导干部要立政德相对应。”

他以喻茂坚为例，对“清廉”进行了详
细说明：“喻茂坚任应天巡抚时，总督漕
运。他管理有方，结余修漕白银十余万两，
本可以作为他所在衙门的小金库，但他坚
决不要，用来代缴庐、凤、淮、扬四府水患灾
民所欠税银。今天的领导干部要严格约束
自己的行为和操守，在对待财富上要有正
确的态度，做到清廉为官。”

龙大轩认为，传统的廉政文化的含义
不仅仅包括对财富的态度，还包括对工作、
对压力的态度。“这样的廉政文化对推动廉
政建设和法治建设会有极大的帮助。”

作为喻茂坚的后人，西安市纪委监委驻
市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组长喻惠霞对喻茂
坚优良的家规家训了解颇深。“我是喻氏后
人，同时也是在纪检监察战线工作了29个
春秋的党员干部。喻茂坚家规家训，如‘衍
祖宗一脉真传，克忠克孝；教子孙两行正路，
惟读惟耕’等为喻氏后人指明了做人做事的
准则，是喻氏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喻惠霞表示，以史为镜可以领悟为官
之道、做人之理。以喻茂坚等为代表的一
大批中国传统廉政文化践行者，对推动当
代廉政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挖掘资源 借古鉴今
各地打造地域特色廉政文化

座谈会上，来自陕西、福建、山西、安
徽、江西、河北、贵州等省市的纪检监察干
部交流了当地打造喻茂坚廉政文化的举措
和效果，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对打造地域特
色廉政文化进行了探讨。

福建省福州市纪委监委副处级纪检监
察员何启钧介绍称，福州市突出廉政主题、
地方特色、文化内涵，深入挖掘闽都传统文

化廉洁基因和红色资源，打造了一批廉政
教育基地、家规家训馆、廉政文化示范点，
如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福州三坊七巷历
史人物勤廉馆等。“各省市可以结合地方特
色开展廉政文化示范点评选活动，督促指
导创建一批示范作用明显、教育作用突出、
群众比较满意、具有一定影响的廉政文化
示范点，以点带面，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活动，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感悟经典智慧的
同时强化廉政意识。”

“近年来，西安市纪委监委高度重视廉
政文化建设，充分挖掘西安古都的历史文
化资源和红色革命资源，整理‘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成文乡约—蓝田吕氏乡约’，编印
《传承红色精神铭记革命历史》廉政故事
书，开设‘廉政微课堂’，丰富党员群众对廉
政文化产品的精神需求。”西安市纪委常
委、市监委委员何林表示，接下来，西安将
学习借鉴重庆整理喻茂坚廉政文化资源的
做法，进一步挖掘和整理优秀传统文化和
红色历史革命中的廉政资源。

作为“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出生地
和成长地，山西省吕梁市有着得天独厚的
廉政文化资源。吕梁市纪委常委梁俊兰介
绍，吕梁市依托于成龙廉政文化元素，精心
打造了于成龙故居廉政文化园和读书地安
国寺廉政事迹展厅两个廉政教育基地，让
广大干部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政教育

洗礼。她表示，要扎实开展优秀传统廉政
文化的挖掘、弘扬和传承利用工作，把廉政
文化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坚持用廉
政文化涵养党内政治文化。

打造品牌阵地
重庆廉洁文化建设特色鲜明

据荣昌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新
建成的喻茂坚纪念馆以展示喻茂坚清廉事
迹和家规家训为主要内容。“纪念馆集廉政
文化教育、青少年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功能为一体，展陈内容丰富全面，运用了多
媒体、投影、场景复原、触摸屏等高科技声光
电展示手段。现在，喻茂坚德廉思想已纳入
荣昌区委党校主体班课程教学内容，家风家
训也纳入中小学本土教材内容。”

重庆市纪检监察学会会长吕天庆表
示：“此次荣昌以本地历史名人喻茂坚树立
正面典型，深入挖掘廉政文化元素，打造

‘喻茂坚廉政文化品牌’，对加强廉政文化
建设和传承优良家风具有重要意义。接下
来，重庆市纪检监察学会将把喻茂坚廉政
文化作为研究重点，不断挖掘新的时代内
涵，扩大影响力。”

中国纪检监察报社社长助理吴洪跃表
示，喻茂坚纪念馆是开展领导干部政德教
育和传承优良家风的一个载体。喻茂坚为
官38年，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惩贪除恶，刚
直不阿；家风淳朴，惟耕惟读；兴师重教，造
福乡里，为官做人堪称师表，值得我们学习
镜鉴。“在新时代，我们要弘扬优秀廉政文
化，提高政德修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做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公仆。”

“荣昌挖掘和弘扬喻茂坚廉政文化，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领导干部
政德建设、家风建设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个
具体体现。”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喻茂坚廉政文化包含以民为本、廉洁自律、
崇法厚德、重视家风等丰富内涵，在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夺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大
背景下，要大力弘扬和传承喻茂坚为人为
事为官之德和优良家教家风，严以修身、严
以齐家、严以用权，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自
觉，做廉洁从政的表率。

借古鉴今 以文化人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市内外纪检监察干部和专家学者齐聚荣昌探讨喻茂坚廉政文化

本报记者 周尤

刘盛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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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内河水上体量
最大的工程

中国是诗的国度，奉节是诗的故
园。

千百年来，奉节形成了以诗词文
化为特质，多种文化并存的丰富多彩
的自然人文资源。奉节因此被中华
诗词学会授予“中华诗城”称号。

2016年，奉节县携手张艺谋在
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打造大型诗
词文化实景演艺《归来三峡》。

“这是全球内河水上工程体量最
大、技术最复杂的完全自主创新项
目，《归来三峡》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
文、自然、科技与诗意的归来。”奉节
县相关负责人称，为满足演艺需求，
该工程建设规模为1个满载排水量
9500吨的水上观众平台、1个满载排
水量20000吨的水上演出平台，两平
台间通过跳趸、跳板、钢引桥与实体
斜坡道连接。观众浮台是一艘单体、
平底、单甲板趸船，可容纳观众1738
人、工作人员100人。

据介绍，演员传送带采用双机头
驱动，传送带长度为120米，承载4
吨，长度和承载为国内首例，保证了
链条闭环线的平稳。演出平台以白
帝城的天然风光为背景，上方通过
2D威亚小车悬挂63片造型景片矩
阵的变幻效果作为演出视觉主体，通
过投影灯光的变换，根据不同诗词篇
章意境重新排列组合，呈现出极具中
国水墨山水的美感和唐宋诗歌之风。

“大量使用世界上最新的舞美机
械设施。”《归来三峡》创作团队相关
负责人称，《归来三峡》作为一场舞台
科技含量极高的创新型演出，融合了
科技、古典、诗词等音乐元素，并以山

水为体，打造了异常视觉盛宴，让观
众大呼过瘾。

三峡黄金旅游新时代
的重磅项目

去年12月15日晚7时30分，烟
波浩渺的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
长江非航行水域，大型诗词文化实景
演艺《归来三峡》震撼首演。虽然气
温较低，但观众们热情不减，一席惊
心动魄的视听盛宴仍让现场一片欢
腾。

“以天地为舞台，以山水为幕
布，以高新科技为支撑。”据介绍，整
个演出时长约60分钟，节目内容选
取了杜甫的《春夜喜雨》《登高》《绝

句》、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刘禹
锡的《竹枝词二首其一》、李白的《早
发白帝城》《静夜思》、李商隐的《夜
雨寄北》、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
古》《水调歌头》，共10首诗词，每首
诗词为一个篇章，北京师范大学博
士生导师、《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
宾康震作旁白注解，“将诗人创作背
景和诗词意境直观地呈现给观众，
让观众在如幻如梦的唯美诗意中，
领略长江三峡壮美的自然景观与中
华诗词的意蕴之美。”

总导演张艺谋表示，《归来三峡》
摈弃通常采用的娱乐模式，是首次以
讲解古诗词的方式来创作的第一台
大型实景演艺，用浅显易懂的讲解词
将晦涩难懂的古诗词以画面与声音

相结合的方式传达进游人的心中。
他说，《归来三峡》摒弃了以往“印象”
系列、“又见”系列的人海战术，更多
使用高新技术呈现方式，糅合前沿科
技、多媒体技术、人文美学、当地文
化，是实景演艺项目的“换代之作”、

“传世之作”。
“作为重庆市文旅‘三峡牌’的主

战场和最前线，《归来三峡》是重启三
峡黄金旅游新时代的引爆性项目。”
据出品方介绍，该项目冠名“归来”主
要有四重含义：一是“告别三峡游”后
重回三峡旅游热点的归来，二是寓意
奉节“千年诗城”灿烂诗歌文化的归
来，三是导演张艺谋再次执导大型实
景演艺的归来，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归来。“力争将《归来三峡》打造

成长江经济带上的文化精品，打造
‘中国第一、世界唯一’的传世之作。”

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的生动实践

据介绍，《归来三峡》秉承生态环
保理念，对“水”元素的创新利用与展
示是项目的亮点之一。除演出地点
位于瞿塘峡外，演员的绝大多数表演
也都在水上完成，演出全程处处可见
对“水”元素的尊重与创造性处理。

“归来看三峡，三峡已归来。”奉
节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江水”滚滚
东去，“三峡美”亘古不变，“夔州魂”
德润万家，“诗城情”传唱千年。奉节
的悠久历史、自然山水和人文底蕴在
《归来三峡》得以完美融合呈现。

下一步，奉节将建设诗歌小镇，
布局白帝城、草堂湖、竹枝词公园三
大诗歌主题园，实施夔州古城复建、
大白帝城遗址保护、夔州博物馆、诗
歌剧院、杜甫江村等一系列文化传承
项目，力争将奉节打造成诗意天地、
诗歌高地和诗人圣地。

赵童 王琳琳
图片由奉节县委宣传部提供

1月2日，奉节县召开大型诗词文化实景演艺《归来三峡》项目建设总结大会。据介绍，《归来三峡》自去年12月15日正式首演以来，首演季共演出16场，接待观众26417人，平均每场1651人，上座率达
95%，得到了广泛好评。

据了解，在结束首季演出后，考虑天气原因，《归来三峡》将进行短暂休演继续提档升级，并在今年适时复演，实现更好呈现。
“打好‘三峡牌’，唱好‘三峡戏’，努力打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标、全域旅游发展的引擎。”奉节县委主要负责人称，《归来三峡》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复兴的生动实践，是学好用好“两山论”、走

深走实“两化路”的积极探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支撑，必将共同开启长江三峡黄金旅游新时代。

奉节《归来三峡》首演季圆满落幕
半个月接待观众26417人，上座率达95%

演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看

大型诗词文化实景演艺《归来三峡》

喻茂坚，明朝时期重庆府荣昌县人，
正德六年（1511 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他为官刚正不阿、清廉有为、崇尚法
治，获“真御史”“明代大法家”等美誉，被
明世宗赞誉为“天下清官”。

致仕还乡后，清贫的喻茂坚在县内士
绅资助下创办“尔雅书院”，将为人为学为
官理念融入到家规家训之中，著《垂训联》

《训示联》，对后世子孙影响甚远。
数百年来，优良的家教家风哺育出无

数优秀的喻氏族人，成为不同时代清正廉
明、秉公执法的表率。

喻 茂 坚 简 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