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公安网 www.cqga.gov.cn 报警 110 火警 119 医疗急救 120 法律咨询 12348 公安督察 63758111 市检察院犯罪举报中心 67522000 市公安局犯罪举报中心 68813333 交通报警 122 路灯投诉 63862015 交通违章查询 www.cqig.gov.cn

九龙坡

重庆日报
区县头条
微信公众号：cqqxtt

投稿邮箱：
qxttcq@163.com

区县头条 8CHONGQING DAILY

2019年4月 19日 星期五
编辑 谭永超 刘俊颖 美编 王艺军

时光列车 回溯过往岁月

在九龙坡区跳磴河春汇苑亲水平
台旁，新建成的工业文化长廊格外醒
目：一组组锈红色景观雕塑，配合着一
张张黑白老照片，讲述着河流沿线近百
年的工业发展历史。

工业文化长廊全长100米，采用艺
术化雕塑，集中展现了跳磴河沿岸7个
重要工业企业，包括重庆电机厂、中梁
山矿务局、重庆起重机厂、重庆轮胎厂、
庆铃汽车、重庆中梁山饮品有限公司、
重庆ABB变压器有限公司。工业文化
长廊将每个企业的代表性元素融入雕
塑，例如重庆轮胎厂的拳头产品“轮
胎”，就被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中梁山
矿务局的形象，则由简练大气的矿井、
矿车构建而成。

所有雕塑按照企业成立时间排列，
长廊整体造型就像一辆“时光”列车，带
着人们回溯过往岁月，探寻工业印记。

“非常感动，没想到能重温过去。”
家住华玉家园的市民赵正连说。这段
历史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这样展示出
来很有意义，能够让他们感受历史，激

发自豪感。“对我们老职工来说，也唤起
那些珍贵的记忆！”

工业记忆 那些年的第一

1927年，重庆电机厂成立，主要生
产发报机、灯泡、蓄电池、小型电机。后
改制为重庆赛力盟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多次获得中国电气100强、重庆工业企
业50强等称号。

1955年，中梁山矿务局开始建设，
后改制为重庆中梁山煤电气有限公
司。2016年，南、北矿去产能关闭退
出。目前，九龙坡区正在计划利用废弃
矿井打造地心旅游产品“地心九龙”。

重庆起重机厂始建于1957年，是
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起重运输机械专
业生产企业，全国起重行业骨干单位。

重庆轮胎厂始建于1958年，为西
南地区第一个轮胎厂，结束了西南不能
生产轮胎的历史。1964年扩建后，成
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轮胎厂。

1985年，重庆汽车制造厂与日本
五十铃合作组建了庆铃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

重庆中梁山饮品有限公司原名为重

庆中梁山矿泉饮料厂，始建于1986年，
是我国第一批优质矿泉水生产基地。

1998年，ABB集团与重庆变压器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组建重庆ABB
变压器有限公司，经过多年发展，该公
司已成为ABB在全球最大的变压器制
造基地之一。

文化记忆 历史名人辈出

工业文化长廊另一侧，是130米长
的跳磴河文化长廊。上面镌刻着一首
三百余字的《跳磴河赋》，不仅描绘出跳
磴河综合整治带来的环境巨变，而且历
数了沿线涌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包含
诸刘、龚晴皋、文伯鲁等。

诸刘是明代巴县刘氏家族刘规、刘
春等70余人的统称。民国《巴县志》还
专门设有“诸刘传”，这在重庆历史上非
常少见。

刘氏家族人才辈出，共有9个翰林
19个正副都尉史。其中刘春于1513
年升任礼部尚书。当年重庆城内有举
人坊、榜眼坊合计8座牌坊，全都与刘
氏家族有关。

龚晴皋名有融，巴县冷水场人（即今

九龙坡区华岩镇）。龚晴皋以诗、书、画
名于世，至今仍有上千幅书画作品传世，
在三峡博物馆内还能看到其部分真迹。

城市记忆 老照片讲故事

在距离工业文化长廊100多米的
玉清寺地下通道，还打造了一道城市记
忆文化墙。文化墙全长75米，运用工
业艺术装置、情景式浮雕、黑白老照片
等多维立体的方式讲述城市历史，勾起
市民心底最温暖的城市记忆。

今年80岁的鞠礼和是照片作者之
一。他于1958年进入中梁山矿务局，
曾是南矿第一批采煤班长。老人亲历
了中梁山矿务局建设、投产、兴盛、关闭
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中梁山、华岩地区
60多年来的发展变迁。

“这是田坝广场，我1983年照的。”
鞠礼和介绍，田坝广场是当时整个地区
最大的广场，各种节日庆典活动都在这
里举行，每天前往广场游玩的市民也络
绎不绝。回忆过往，鞠礼和感慨万千，
60多年的飞速发展，让中梁山、华岩从
一片荒田变成了繁华都市。

（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 谭娟）

重庆电机厂、中梁山矿务局、重庆起重机厂……你知道它们的辉煌吗？

工业文化长廊讲述百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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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跳磴河
流域孕育了众多工业企
业：中国第一家中日合资
企业、西南地区第一家轮
胎厂、西南地区最大的起
重机厂……它们见证了
九龙坡乃至重庆近百年的
工业发展史。

■新建成的工业文
化长廊运用工业艺术装
置、情景式浮雕、黑白老
照片等多维立体的方式
讲述城市历史，勾起市民
心底最温暖的城市记忆。

武隆区江后路建设工地上，工程正
进行得热火朝天，临时党小组的5名党
员视工地为“家”，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助推这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

“今晚加班备材料，明天水稳层铺
设力争向前推进300米。”清明小长假
第一天傍晚，武隆区畅安交通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同时担任了工
地临时党小组组长的袁华强，还在江后
路工地沿线了解当天工作推进情况，存
在的问题，安排第二天工作。

“从江后路开工建设那天起，我和
300多个工友们就没有正常休息过节
假日，平时吃住都是在工地上。”袁华强
说。

脱贫工作进入攻坚决胜阶段，农村
公路建设也修到了“最后一公里”。根
据去年武隆区启动实施的交通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18至2020年，武隆将
新改建“四好农村路”2150公里，其中，
80%位于偏远乡镇及村社。

全长43公里的江后路，是武隆最
偏远的一条通乡公路，起于江口镇龙溪
乌江大桥，止于后坪乡场镇，沿线崇山
峻岭、沟壑纵横。工程于2016年5月
开工建设，计划今年6月竣工通车。届
时，从城区到后坪，将从通车前108公
里缩短至63公里，开车从3小时缩短
至1.5小时。

去年8月，后坪乡另一条出境大通
道——桐（梓）后（坪）路又正式启动改
扩建，计划今年6月建成通车后，经桐后
路可直通彭水、丰都、石柱等周边区县。

“要实现6月竣工通车目标，每个

党员就要带头完成好各标段阶段性目
标任务。”4月13日晚，在江后路、桐后
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忙碌了一天的5名
党员又聚在一起召开党小组会，讨论如
何助推工作，学习理论知识。

如何按时保质完成建设目标任务，
打通贫困乡最后一公里？武隆区交通
局党委探索把党小组建在工地上。江
后路、桐后路上，都设置了“工地一线”
临时党小组，充分凝聚一线党员的智慧
和力量，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同
时，确保长期战斗在一线的党员能过上
正常的组织生活，解决党员工学矛盾。

“党小组刚设立时，只有3名党员，
如今已经发展到5名。”临时党小组组
长袁华强说，党员中既有管理人员、技
术工人、也有务工人员。

为确保有序推进目标任务，桐后路
一标段现场管理员、党员杨文豪坚守在
工地上，加强对工程安全、质量、进度等
方面的监管和技术指导。

“桐后路一标段全长11公里，每天
早上7点徒步从驻地出发沿线检查，下
午原路检查返回，至少要走 30公里
路。”杨文豪说，晚上回到驻地后已是7
点多钟，接着汇总检查数据，向指挥部
报告当天工作推进情况，每天工作都在
13个小时以上。

“自工地临时党小组建立以来，不
仅党员处处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通过
打造青年突击队，还吸引了一批青年技
术骨干加入到队伍中来。”武隆区交通
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印说。

（武隆区融媒体中心 曾光全）

工地上建起临时党小组
助推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基层治理的成效好坏，直接影响群
众幸福感。2015 年，长寿区葛兰镇盐
井村创新推出“湾长制”，投票选出老党
员老干部或乡贤为“湾长”，全权负责所
在湾区管理。“湾长”虽带长，却不是官，
凭的是热心为民服务解忧，促进了邻里
和谐。“湾长制”让村民当家作主，自己
解决“家门口的烦心事”，实现“微自
治”，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参
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要“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近年来，长寿区坚
持以城乡社区为依托，不断优化社会治
理机制，推进群众自治与网格服务管理
有效衔接，群众自我管理、教育、服务和
监督水平不断提升。群众参与“微自
治”，解决了很多过去“管不过来、管不
好、不好管”的老大难问题。

如今，长寿区涌现出了一个个行
之有效的“微自治”：活跃在桃花社区
近 4 年的“红袖章”巡逻队，随着越来
越多志愿者的加入，这支队伍已从过
去的治安巡逻，变为集治安巡逻、环境
监督、矛盾调解、政策宣传为一体的

“特种部队”；在凤岭路社区，由社区居
民组长、党员等组成的群防队，穿梭在
大街小巷开展治安防范等服务；在城
区各社区，楼栋长每天穿行于各栋楼
宇间，成为居民贴心人……这些活跃
在基层的“微自治”，充分调动起各方
资源，维系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治”出
了一片和谐和幸福。

基层治理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
绪，需集众智、汇众能。群众参与“微自
治”，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让治
理的触角延伸到基层“神经末梢”，实现
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期待更多“微自
治”，通过积极引导各类服务性、公益
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激
活基层治理一池春水，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新格局。 （长寿区融媒体中心）

让更多市民参与基层“微自治”
□贺聆聪

短评

书柜、书桌、沙发，几百本书，甚至
驻外期间穿的旗袍……新中国首位女
大使丁雪松的遗物日前“回到”巴南。
遗物捐赠者是丁雪松女儿郑小提，她专
程从北京赶来巴南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母亲心里一直牵挂着故乡，这次她总
算落叶归根了”。

穿过的旗袍
展示新中国女性形象

4月8日，装载着丁雪松生前遗物
的集装箱，在北京装车出发。4月11
日，这些物品运送到巴南区文物保护管
理所。

4月12日，当郑小提再次见到母
亲的遗物时，眼眶有些发红，“感觉又像
回到了我以前的家。”这个“家”，有丁雪
松生前穿的衣物、有她翻看的书籍，也
有她常坐的沙发。

这些遗物中，郑小提最难以忘怀的
是母亲出使外国时穿过的旗袍。“这是母
亲正式以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身份出
使荷兰时穿的中式旗袍，当时引起了不
少外媒的关注，不仅展示了新中国女性
形象，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

除了旗袍，遗物中还有不少丁雪松
出使国外获赠的纪念品。

捐资兴学
木洞教育旧貌换新颜

“母亲驻外时，一直想念着故乡的
一切，生病的时候会突然说几句家乡

话。”今年76岁的郑小提回忆道，有一
次母亲生病了，迷迷糊糊中嘴里念着家
乡话“幺婆”。郑小提知道，母亲是思念
故乡了。

丁雪松一直心系家乡木洞。新中
国成立后，丁雪松在外工作仍不忘家乡
教育。她给经营布匹生意的哥哥丁玉
枢写信，鼓励其为家乡教育事业作贡
献，并捐出当时一年的工资500元用于
家乡教育建设。她希望今后回故乡时，
能看到新学校和学校的新面貌。

在丁雪松的鼓动和支持下，木洞镇
逐渐掀起了集资办学、捐资助学的热

潮，全镇教育从此旧貌换新颜。据木洞
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蒋效伦回忆，
2001年2月，84岁高龄的丁雪松再次
返乡，走访了木洞镇文化站、木洞中学
等地，还为家乡教育事业题词。

丁雪松旧居
计划下半年对外开放

接手丁雪松遗物后，后续将如何更
好地保存？“我们会将遗物进行修复，然
后送到木洞丁雪松故居。”巴南区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主任黎明介绍，丁雪松故居
已修缮完毕，计划今年下半年对外开放。

丁雪松旧居位于木洞镇老街，是一
栋典型的川东民居，夹壁墙、灰瓦顶。
修复后的丁雪松旧居最大限度保留了
巴渝民居的原汁原味，今后将承担部分
文化展示功能，为重庆新添一处历史文
化景点。（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宋文励）

新中国首位女大使
丁雪松遗物回木洞

巴南

“大数据”凸显渝北教育新变化

近3年来，累计新建投用中小学7所，新增学位

16410个。

2018年，全区财政投入经费239718万元，

其中项目建设资金75383万元。

全年实施新建学校8所，投用学校3所，改扩

建学校7所，完成维修改造项目46个、幼儿园建设项目

40个，全部建成投用后，新增学位26600个。

关键词：教育优先 暖心惠民

近三年财政投入情况

近3年来，累计引进高水平人才130名，招聘

优秀大学生900余名。

2018 年，展开 7 类 26 个项目培训，培训

9270人次。评选学科带头人、学科名师、骨干教

师共150名，组建第三届名师工作室10个，全区有2
人被选为重庆市教育家型教师和校长培养对象，5人被评为

重庆市特级教师，1人被评为重庆市名师，1人被遴选为教

育部“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培训班”学员。

关键词：人才强教 师者领航

近三年新招聘教师情况

关键词：内涵发展 百花齐放

近3年来，全区中小学生获得国家级以上奖励

300余项，打破世界纪录3项。

近3年，中职学校共斩获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一

等奖5项，区职教中心研究课题荣获国家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

2018年素质教育获奖情况

教育是国
之大计，党之
大计，是民族
振兴、社会进
步 的 重 要 基
石，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的德政工程。
一直以来，渝
北区都把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
的重要地位，
把教育作为重
要 的 民 生 工
程，努力办好
人 民 满 意 教
育。让我们一
起走近渝北，
品读“大数据”
里承载的渝北
教育改革发展
新变化。

文/谭茭 万芮杉 胡忠英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