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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月6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委、市文联
等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2019年重
庆市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暨红色
文艺轻骑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合川
区太和镇举行。重庆日报记者获悉，
元旦春节期间，重庆将为基层群众送
演出500场，放映1万场惠民电影，营
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在文化惠民活动方面，市文旅委
及所属文艺院团将在2月至4月，组织
20支送演出进基层小分队分赴各区
县送演出500场；全市各级放映队自1
月1日至3月16日，在农村、社区、企
业、校园、厂矿、军营等地放映1万场
惠民电影；市文联、市作协及其所属文
艺家协会将组织9支文艺志愿服务小
分队，分赴各区县开展文艺演出、志愿
服务等活动。

元旦春节期间，我市各区县将广
泛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组织
基层文艺院团、非遗传承人（团队）、农
村电影放映队等，开展群众性、地方性
戏曲演唱演奏、舞蹈曲艺和书法、美
术、摄影创作展览等活动。同时，组织
开展灯会、赛歌会、票友会、龙狮舞表
演、广场舞展演等自娱自乐的文化活
动。

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方面，重庆
将组织实施“干干净净迎新年”主题

活动，让市民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喜
迎新春佳节。为让八方宾客在重庆

“行之顺心”“住之安心”“食之放心”
“购之称心”“娱之开心”“游之顺心”，
重庆将组织有关部门加大暗访检查

力度，发动旅游志愿者开展文明劝导
等活动。

昨日，市文联系统的艺术家们为
当地居民表演了13个精彩纷呈的文
艺节目。市文联等还在现场组织了送

春联、送书画、送“全家福”合照、送民
俗剪纸等活动。“作为一名文艺工作
者，只有听取群众呼声、汲取群众智
慧，才能更好地用文艺为群众服务。”
市文联副主席程联群说。

2019年重庆市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
元旦春节期间，将为基层群众送演出500场，放映1万场惠民电影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月 4
日，以“冬季到石柱来玩雪”为主题
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首届冬季旅游
推介会在解放碑举行。

据介绍，今冬石柱针对不同旅
行者，组织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冰雪
旅游活动。如，旅游从业者可以参
加“赏冰火棘、过土家年”石柱冬季
采风活动；“与雪狂欢”摇滚音乐主
题活动则是年轻游客的“菜”；情侣
们可体验“情定冷水”滑雪体验活

动；怀旧的中老年朋友可关注“重
走青春路，留影冰雪童话”主题活
动。1月 8日，全国大众越野滑雪
挑战赛也将在冷水国际滑雪场举
行。

推介会上，石柱自治县旅发委
还特别推出了文化祈福、自然生态、
农耕体验、山地探险等4条路线，线
路行程涵盖石柱黄水、千野草场、大
风堡、冷水国际滑雪场等特色旅游
资源。

冬季到石柱去玩雪

据新华社西安1月6日电 （记
者 李浩）“从小就听长辈讲三爷
爷抗日的故事，他在烽火连天的岁
月，义无反顾投身到革命事业中，转
战长城内外，跃马燕赵大地，点燃抗
战烽烟，痛击日寇伪顽，为民族解放
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抗日英烈包
森的侄孙赵珂说，为了更好地传承红
色基因，他和家人在对下一代的教育
中常常融入包森的英雄事迹，还曾专
程前往包森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追思
缅怀。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
1911 年 7 月生于陕西省蒲城县。
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
受党组织派遣到泾阳县苗嘉游击队
从事扩大红军等工作。1933年秋，
包森遭当局逮捕，西安事变后经组织
营救出狱。

1937年 3月，包森被派往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七事变
后，他从延安随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
前线，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独立1师
任33大队总支部书记。1938年6月
率40多人在河北兴隆一带开辟抗日
游击区。任职期间，包森率部英勇作
战，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歼灭日、伪
军数百人，缴获枪支数百支。不久，
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

1939年 4月，包森率部在遵化
城东北活捉日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
赤本，一时震惊日本朝野。同年秋，
包森任八路军第13支队副司令员。

1940年 2月，包森率部到达盘

山，全力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6月
下旬设伏白草洼，与日军激战14个
小时，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首开
冀东整连全歼日军战斗的先河。同
年秋，冀东军分区13团正式组建，包
森任团长。

1941年春，包森率部参加反“治
安强化运动”。同年秋，冀东军分区
打击伪治安军的作战行动开始后，包
森多谋善断、英勇果敢，在他的指挥
下，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其
中 1942 年 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一
役，包森以七个连的兵力，毙俘敌伪
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了以少胜
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包森在与日伪军短兵相接的战
斗厮杀中，不止一次负伤挂彩，但他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次都坚守在
战斗指挥的最前线。1942年2月17
日，包森带领部队住在遵化县西北
20里的野虎山时，遭到日军田中大
队和“伪满洲队”的突然袭击，在指挥
战斗中，包森胸部中弹不幸牺牲，时
年31岁。

抗日名将包森：纵马冀东 剑吼长城

白宫与民主党磋商未果 美政府“停摆”继续
➡美国白宫和国会民主党5日各派代表就修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

墙拨款等问题举行磋商，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意味着已超过两周的美
国联邦政府“停摆”还将继续。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报告
会我已通过网络直播看过了，但现场
听了感觉更加震撼，让人鼻子发酸，忍
不住流眼泪。”1月4日，在听完“家国
大爱 公仆情怀”——重庆市优秀扶
贫干部杨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潼南
区专场后，该区双江镇九道社区第一
书记陈晓鸿说，杨骅忠诚的品格、忠义
的精神令她深受感动。

报告会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
部、市农业农村委、市扶贫办、忠县县
委联合主办。当天，来自潼南区机关、
镇街及企事业单位共计4000余名干
部群众分别在现场、分会场聆听了报
告。

2017年5月，陈晓鸿接替生病的
同事前往九道社区担任第一书记。在
听到杨骅劝说贫困户刘兴国改造D级

危房的故事时，她不禁想起了所在社
区的贫困户陈昌沛。陈昌沛夫妻两人
都是残疾人，去年他们家的房子被评
定为D级危房，急需改造。可除去3.5
万元的补贴后，建房款还有近2万元
的缺口，老陈很是着急。得知情况的
陈晓鸿便向所在单位——区人大寻求
帮助，单位职工一起为老陈捐钱，最终
筹到1.8万元爱心款，帮助老陈建起了

新房。
位于丘陵地带的九道社区，土多

田少，主要产业就是600亩李子，对
贫困户的带动作用不是很强。为帮
助贫困户就业，陈晓鸿主动与区工业
园区、大型餐馆建立联系，为他们输
送青壮年劳动力。对不愿出去务工
的村民，陈晓鸿则劝导他们参加村里
举办的技术培训，学习李子种植、管
护技术。

2017年九道社区人均纯收入为
6000元左右，去年已经提高到9500
元。

优秀扶贫干部杨骅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潼南

时至年末岁首之际，又到了各级
各部门作总结、写报告的时候了。每
年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不好的现
象，那就是在数字上做文章、玩游戏、
耍花样。

在前不久某县召开的一次会议
上，似乎摆出了擂台赛，各乡镇（街
道）领导纷纷登台述职汇报工作。某
镇的领导上台抑扬顿挫地演讲了一
番后，说：我们镇的经济总量将有历

史性突破，位居全县第一。大家都知
道，这个镇基础本来就好，人口也多，
是其他乡镇（街道）的几倍，这种总量
能有可比性吗？他有意回避了基础
和人均。无独有偶，在某乡的擂台
上，其中一个村的领导上台，他明知
道经济总量不如其他村，就用平均数
据来说话。他说：“我们村平均的绝
对数将位居全乡第一。”就这样一个
仅有 3000 人不到的村，平均收入虽
然数全乡第一，却还有 30 多户贫困
人口收入不到 3000 元，因为他们被

几个大户和老板的高收入平均了。
从上述两个事例我们不难看出，

这些人都是在玩数字技巧，扬长避
短、避重就轻、为我所用。当下，在总
结成绩、报告工作时，有的人总是好
大喜功，在数字上做选项，总量不行
就用平均，平均不行就用总量，两样
都不行的话，也还有“比上年增长了
多少”的选择。为什么这种现象总有
生存空间？因为有些领导同志喜欢
听好听的。殊不知，这种“总量”或

“平均”的后面，隐藏的是一种不健康

的心态，反映的是一种不正确的政绩
观，折射的是一种作风和政风。

实事求是总结成绩，客观分析
研判问题，瞄准形势谋划工作，是一
种很重要的工作方法。数字如果变
味了，就会欺上瞒下。事实上，有没
有成绩，成绩有多大，老百姓最有发
言权。有了成绩你就说成绩，今年
没有成绩也不要紧，找准问题，说明
缘由，来年努力，老百姓也是能够理
解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
能少。只有老百姓认可的成绩才是
真成绩。老百姓真真实实地得到了
实惠，有了获得感、幸福感，这才是
真正的成绩，而不是去说那些天文
数字。

总结述职警惕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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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www.cqupb.gov.cn/wsfw/wsfw_list.aspx?ClassName=17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
划一般技术性
内容修改公告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重庆两江新区龙兴组团V标准分区V8-1-3/04地块控规一
般技术性修改方案内容公示

重庆市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H02-3等地块(万达广场北侧地
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C42-2-1、C42-3等地块(重钢体
育场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技术性内容维护方案公示

行政辖区

两江新区

大渡口区

大渡口区

申请单位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大渡口区人民政府

大渡口区人民政府

公示时间

2019年1月8日至
2019年1月14日

2019年1月8日至
2019年1月14日

2019年1月8日至
2019年1月14日

公示地点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大渡口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大渡口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18008347303

68039793

68039793

卓荣泰当选民进党新一任党主席
➡民进党6日公布党主席补选结果，卓荣泰当选新一任民进党党主席。
蔡英文去年11月24日晚间宣布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以示对该党在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的表现负责。此次参与民进党党主席补选的，除
了卓荣泰，还有前民进党副秘书长游盈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