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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端午佳节
到，处处粽飘香。6月6日，我市各地
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

“快闪”激发市民爱国热情

当天上午，重庆市“我们的节日·端
午”主题活动在大渡口区义渡古镇举
行，吸引了广大游客参与，也为辖区群
众送去了一场关于端午的文化盛宴。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听到熟悉的旋律、看到鲜艳
的五星红旗，路上行人纷纷放慢脚
步。在“快闪”活动区，重庆市第95中

学的学生、大渡口区文化馆的文艺工
作者一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经久
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现场。众多
市民随着歌声挥动小国旗，将演出推
向高潮。5分钟后，“快闪”活动结束，
大家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去。

据了解，此次活动分为文艺演出
欣赏、爱国文化展示、非遗文化体验、

“快闪”活动参与、民俗文化感悟、趣味
游戏互动等六大类。志愿者现场填充
香囊、制作艾草香皂赠送游客；“社区
达人”教大家包粽子，并将包好的粽子
分发给群众；许多游客排队体验旱地

插秧游戏……现场十分热闹。

民俗活动多 文化味道浓

端午有很多特有的习俗，如佩戴
香囊、挂艾叶菖蒲等。在大渡口区跃
进村街道跃进社区，街道人大工委组
织了一场生动的端午民俗活动。社区
里9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天然颜料在
孩子们额头上点朱砂。

老年人告诉记者，端午节给小孩
子额头点上朱砂，寓意孩子们身体健
康、平平安安。

在南岸区涂山镇福民社区微型少

年宫“青少年之家”，共青团南岸区委
组织青少年志愿者为社区儿童带来端
午民俗体验，讲述赛龙舟、吃粽子、佩香
囊、悬艾叶、饮黄酒等端午习俗故事。

在北碚区新房子社区，“火柴微
光”老年志愿者对节日民俗知识进行
了讲解，并教特殊儿童包粽子、做艾叶
香囊。

话家风家训 承端午习俗

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华社区开展了
“品香粽 话家风”活动。院坝里的展
板展示着征集到的部分社区居民家庭
的家训家规。老党员曾光泉抛砖引
玉，分享了自己的家风故事和“好学奋
进，勤劳节俭，谦恭求是，诚信厚道”的
家训。

现场，孩子们还写下了“品德重于
才能”“淡泊明志”“百善孝为先”等家
风家训书签。

粽情粽意传文明 爱国情怀永流传

重庆各地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刘敏）垃圾不分类是困扰当下农村人居
环境的重要因素。6月5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南川区获悉，该区通过设置三色
垃圾桶、配齐垃圾分类指导员等“四大
员”、开设积分兑换超市等方式，引导村
民逐渐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12个
试点村环境大有改观。

记者在试点的大观镇铁桥、石桥等
村看见：每户村民家门口前都摆放着蓝
绿灰三种颜色垃圾桶，分别对应易腐垃
圾、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每个
垃圾桶上有图示：易腐垃圾是在食品加
工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秸秆、烂果子、
果皮、杂草等；可回收垃圾为可回收和
利用的塑料、金属、玻璃等；不可回收垃
圾包括塑料袋、一次性饭盒、使用过的
卫生纸、烟头等。

“我们担心村民扔错，就从颜色上
进行了区分。”南川区城管局农环科负
责人张刚说，对3种不同垃圾，处理方
法也不同，易腐垃圾在专业人员的指导
下实行集中或分散堆肥处理；可回收垃
圾由农户或保洁员集中到再生资源回
收点回收；不可回收垃圾由垃圾车统一
清运至区级垃圾处置场进行无害化处
置。

记者了解到，南川为试点村配齐了
管理员、保洁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
干和垃圾分类指导员等“四大员”，具体

负责农村保洁、垃圾治理规范化监督和
垃圾分类指导，帮助村民逐渐养成垃圾
分类好习惯。

“如果村民扔错了，保洁员、管理员
会再次进行分类。”张刚说，今年农村垃
圾试点村还进行改进，将农村垃圾分为
易腐和其它垃圾（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两类，然后由“四大员”层层多次细分，
这样更简单明了。

与此同时，该区还建立村民“绿色
账户”和“环保档案”，设立积分兑换超
市，对正确分类投放垃圾的村民给予可
兑换积分奖励，村民可凭积分兑换肥
皂、拖把、洗衣粉等生活用品。“我们就
是要通过这个激励机制，从源头上引导
村民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张刚表示。

这样的“组合拳”，让12个试点村
的环境都有了改观。首批试点的木凉
镇汉场坝村，曾和很多农村一样，垃圾
堆在路边、抛撒地头、倾倒河渠，地下水
被污染，但仅仅试点一年后就大变样，
街巷整洁，绿树掩映，清风徐来，景美气
清，整个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

据悉，南川将把试点的成果进行推
广，在今明两年完成20个垃圾分类示
范村建设，并在各镇至少设置1座农村
生活可回收垃圾固定回收站，在各村布
设固定或流动回收站点，流动回收站每
周至少进行流动回收1次，逐步实现农
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设置三色垃圾桶、配齐“四大员”……

南川打出垃圾分类“组合拳”
12个村面貌焕然一新

南
川
区
木
凉
镇
汉
场
坝
村
，保
洁
员
正

在
收
集
垃
圾
。（
本
报
资
料
图
片
）

通
讯
员

任
前
蔚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彭瑾）6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
区了解到，零壹空间集团火箭智能总装
制造基地一期于日前建设完毕，将形成
年产30发运载火箭总装测试及试验能
力。

该项目位于龙兴工业园区，由一楼
装配测试大厅、二楼和三楼的试验间和
办公室组成，主要功能是为火箭各级舱
段、姿控动力系统和卫星进行总装测试
和为全箭进行装配验证，以及进行火箭
垂直一体化研发支持。

其中，装配测试大厅跨度30米，包
含卫星装配测试间、工装存放区和产品
存放间等，并设有三台吊车及地轨等。
装配测试大厅还摆放了许多火箭相关展
品，包括有“重庆两江之星”火箭残骸、整
流罩、空气舵、OS-X水平架车等。

“我们生产研制的火箭各个关键部
件和系统都会在这个基地测试，并在这
里进行全箭及卫星的装配和验证。”零
壹空间集团负责人介绍。

据悉，该基地的一期主要定位是智
能制造总装中心，而投资2.5亿元的整
个工程建成后，将涵盖研发中心、测试
中心、飞行器控制与仿真中心和专用实
验室等多个领域，成为国内首个民营商
业火箭智能总装制造基地。

两江新区方面表示，零壹空间火箭
智能总装制造基地的落成，将为重庆航
天产业构建更为灵活的上下游产业链
供给体系，吸纳更多航天企业投资落户
两江新区，培育更好的航空航天产业环
境。目前，零壹空间以重庆市为中心，
已整合十余家优质供应商。

此外，零壹空间的核心技术团队来
自于航天体系内总体设计等单位，拥有
丰富全流程型号研制经验，有利于为重
庆提供更多的航空航天人才。

目前，零壹空间正与重点高校协作
建立定向研究生培训、校企人才培训示
范基地，将采用“理论教育+现实产业+
亲身实践”的创新教学模式，为重庆培
育一批高端航天人才，助力重庆航空航
天产业飞速发展。

记者还了解到，零壹空间集团火箭
智能总装制造基地还将开展航天科普
教育，打造适合中小学生的航天科技创
新实践教育基地。

据介绍，该教育基地将包含“火箭
发射体验”“航天成果展示”“活动教学”
和“手工制作”四大板块，为青少年提供
航天知识授课、航天模型制作、航天器
创新设计、卫星测控体验和太空机器人
设计等航天特色课程，激发孩子们对航
天领域的兴趣。

零壹空间火箭智能总装制造基地一期投产
将形成年产30发运载火箭总装测试及试验能力

根据中央统战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
总局、全国工商联《关于开展第五届
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
动的通知》（统发〔2019〕47号）要求，
我市按照“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
信、贡献”的标准进行了推荐、审核和
评选，推选出蒋仁生等4名同志为第
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重庆市推荐
人选。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7天。

公示时间为2019年6月7日至
6月13日。对推荐人选如有异议，
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
地址，于2019年6月13日前邮寄或
直接送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重庆市评比推荐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江北区北滨一路359号820室；
邮编：400000；电话：023-61866124、
61866075）。

群众如实反映问题受法律保护。
1.蒋仁生，男，汉族，广西灌阳

人，1953年10月生，大专，副主任医
师，重庆市第五届人大代表，重庆市广
西商会会长，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2.朱明跃，男，土家族，重庆酉阳
人，1974年6月生，大学，正高级研
究员，无党派人士，全国第十三届人
大代表，重庆市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
士联合会副会长，重庆八戒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3.王乔道，男，汉族，重庆江北
人，1980年10月生，大学，重庆南电
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

4.余亚军，男，汉族，湖北英山
人，1970年10月生，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重庆市第五届人大代
表，重庆市湖北商会会长，重庆大江
美利信压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第五届全国优秀建设者重庆市
评比推荐委员会

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重庆市推荐人选公示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6月6
日，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发布消
息，端午节期间，长江索道景区将举行
包粽子活动，并现场表演魔术、小丑杂
耍等，丰富游客体验。

据介绍，节日期间，长江索道景区
将邀请民间包粽高手，于6月7至9日
每日10：00-16：00，手把手教游客包
粽子，不定时与游客开展互动小游戏，
并为游客送上节日小礼品。

景区还将邀请重庆杂技艺术团专
业演职人员，不定时在长江索道新华
路站游客等候区，举行魔术、小丑杂耍
等现场演出，向游客展示“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的独特魅力。

此外，游客通过“重庆索道公司”
微信公众号购买重庆国际马戏城的

“陆空文旅·索道专场show”演出票，
可享受优惠票价。购票成功后，游客
可在索道南站免费乘坐观光巴士直达
马戏城。

据悉，端午节期间，长江索道将迎
来客流高峰，预计每日游客在1.6万人
次以上。为了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
间，建议通过“重庆索道公司”微信公
众号提前购票。

长江索道景区

民间高手教你包粽子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徐若菡）6月6日，北碚区王朴中学
举办了一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不能
忘却的纪念”专题报告会，400多名师
生聆听了红岩英烈的革命故事，接受了
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也是
市关工委“腾飞中国·辉煌70年”爱国
主义教育巡回报告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天报告会上，重庆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原馆长厉华以“新中国的诞生·
不能忘却的纪念”为题，围绕“信仰的力
量”这一主题，通过“忠诚于自己的政治
选择”“敢于担当国事为重”“血与泪的
嘱托”“不可忘记的总结”等故事，讲述
了王朴、何功伟、张露萍、刘国志、江竹
筠等红岩烈士的革命事迹。整场报告
史料详实，集历史性、故事性、生动性于
一体，感染着在场师生。

据介绍，王朴中学由王朴创办于
1945年，原名莲华中学，革命时期，这
所中学也是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
动据点。

“烈士已去，当年他所创办的学校，
却永久地留存下来。”厉华在讲述中提
到，1945年至1949年间，学校培养了
数百名学生，其中大多数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成为了国家建设的骨干。
那段时间，中共地下党还以学校为依
托，在知识青年、工人特别是农民中发
展了大批党员。为纪念烈士王朴，莲华
中学也改名王朴中学。

听闻王朴烈士原本家境殷实，却毅

然投身革命，还劝说母亲变卖田产办学
和资助中共地下党人，师生们深受感
动。

“当你有钱后，最想做的是什么？”
厉华向同学们提问。同学们踊跃举手发
言，有的回答：先孝敬父母，还要常回母
校看看以报师恩；有的说：向福利院和敬
老院捐款，回报社会；不少同学更是表达
了同一个愿望：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投身
国家建设，让祖国发展得更好……

一场报告会，让青春年少的中学生
对革命先烈和爱国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和理解。

“听完厉华老师的讲座，我对祖国
的热爱越发强烈。革命英烈的精神不
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我们年轻一
代要加倍刻苦学习，报效祖国。”高一六
班的刘权说。

聆听完革命先烈的故事，初三一班
的邓雪印象最深刻的是叶挺在渣滓洞狱
中所写的《囚歌》。她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这首诗饱含凛然正气，自己完全被震
撼了。如今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一定
要好好珍惜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幸
福。

据了解，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更加坚定广大青少年爱国、爱党、爱社
会主义的信念，今年，市关工委专门组
建了“腾飞中国·辉煌70年”爱国主义
教育报告团，由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
长周勇、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
长厉华、重庆大学教授吴家华、重庆师
范大学教授黄洁等任专家报告团成员，
分别以“重庆共产党人为新中国建立作

出的贡献”“在建立新中国征程上的重
庆人文精神”“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不能
忘却的纪念”等为主题，深入全市大中
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报告会。

接下来，市关工委将按照安排部
署，分别组织报告团成员深入全市大中
小学共40余所学校，举办以“腾飞中
国·辉煌70年”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
报告会。

“腾飞中国·辉煌70年”爱国主义教育巡回报告会走进王朴中学

400师生感受红岩英烈信仰的力量

王朴（1921—1949），原名王兰骏，
原四川省江北县悦来乡人，生于 1921
年 12 月 27 日。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
人，北碚区王朴中学首任校长。

1946 年王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
后担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江北工
委书记、重庆江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
管统战工作。1948 年 4 月，因《挺进
报》案件，重庆和川东地下党组织遭
到严重破坏，王朴被叛徒出卖而被
捕，并于 1949 年 10 月 28 日被敌人残
酷杀害，时年28岁。1950年2月，重庆

市人民政府批准王朴为革命烈士。
王朴先后在江北县创办了莲华小

学、莲华中学，接办了志达中学，并以
此为地下党秘密活动的据点。后来，
他又劝说母亲变卖家产捐资办学，并
在重庆建立南华企业公司，成为川东
地下党组织经营的一个经济实体。

王朴烈士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但
他从不贪求优裕舒适的生活，他短暂
而伟大的一生，不愧为一代青年的楷
模。

（记者杨铌紫整理）

王朴烈士生平事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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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6月6日，大渡口区义渡古镇，“我们的节日·端午”
活动现场，市民参与《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演唱活动。

记者 崔力 摄

图②：6月6日，巴南区在界石镇举办“我们的节日·端
午”活动，来自四川外国语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的外国友人
现场感受树叶制作等非遗魅力。 记者 王翔 摄

图③：6月6日，黔江区沙坝乡，村民在包粽子。当天，
沙坝乡举办以“情浓端午节，助推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包粽
子比赛，50多名选手参加角逐。

特约摄影 杨敏③③

■王朴烈士原本
家境殷实，却毅然投
身革命，还劝说母亲
变卖田产办学和资
助中共地下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