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
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
种机。”在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
略》一文中这样评价红军长征的伟大

历史意义。
7月18日，“壮丽70年·奋斗新时

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
动结束重庆的行程。4天时间，近百名
媒体记者先后走进綦江、酉阳、秀山，
用全媒体的形式生动呈现红军在巴渝
大地留下的足迹。

4天中，媒体记者走访长征路，探
访红军洞……这是媒体记者践行“四
力”的宣言，是对红军故事的宣传，是

对红军精神的播种。正如一位采访对
象所言：“青少年一代中，有些人仅仅
知道红军长征这4个字，但不明白红军
为何长征、长征有多艰辛、长征为何胜
利。”而媒体记者要做的，就是要怀着
一片真情、一腔热血，怀着对红军的敬
仰，深度挖掘红军故事，展现给万千读
者。

可以说，让革命历史照进现实，用
革命精神启迪未来，这是新闻工作者

必须肩负的时代担当。
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近代

以来，革命文化、红色基因更成为这座
城市最鲜明的特征之一。2018 年 6
月，在党的生日前夕，重庆日报以主流
媒体的责任担当，以守正创新的积极
态度，充分挖掘重庆光荣革命历史和
深厚的红色基因，策划推出“重走信仰
之路 传承红色基因——追寻重庆红
色记忆”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28期、10
多万字的报道充分体现了党报的责任
担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在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全党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媒体
记者再走长征路、重温长征史，将激励
更多人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宣 言 宣 传 播 种
——“再走长征路”激励众人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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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1934年底的一天，秀山雅江镇江
西村，土家族农民李木富陷入纠结：一
位踝骨中弹的红军流落至他家附近，
他已照顾了两天，还要不要继续救助？

经过深思熟虑，他选择了坚持。
“我把他背到屋后的岩洞里，这个洞洞
口前有个竹棚，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
我在洞里铺上厚厚的草让他躺着舒服
一些。”李木富生前曾向儿子李之文讲
述起当时的情景。

在李木富悉心照料一个多月后，受
伤的红军总算躲过一劫，不久康复归队。
这名红军就是段苏权（1916-1993），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7月18日，参加“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
访活动的近百名央媒和市属媒体记者
来到秀山雅江镇江西村，雨中探访段
苏权曾养伤的岩洞，聆听李木富之子、
今年70岁的李之文讲述父亲救助段
苏权的故事。

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们纷纷弯腰
进入洞穴，只见洞中空间狭小，湿气弥
漫，洞体顶部不时有水珠坠落。“救助
红军可是有生命危险的。父亲当年把
竹子和树枝堆放在洞口，这样敌人就
发现不了段苏权了。”李之文说。

段苏权是如何受伤的呢？史料
记载，1934 年 11 月，红军黔东独立
师二、六军团东征湖南后，奉命东进
湘西与主力会合。11月 25日，黔东
独立师在邑梅（今秀山县梅江镇，位
于雅江镇南部）遭遇敌人埋伏，该师
政委段苏权左踝骨中弹受伤，次日行
至雅江附近再次遭遇袭击，段苏权与
部队失散。

1934年11月27日，听闻有红军
伤员流落到家附近，李木富急忙赶去，
将他背至自家屋前的灵官庙救治。两
天后，为安全起见，李木富在夜里将段
苏权背至屋后的岩洞藏身。李木富对
段苏权说：“你就在这里睡着，千万莫
出去，我早晚给你送饭来。”

李之文告诉记者，当时家中生活
困难，只有红苕和苞谷吃，“父母除了
偷偷给段苏权送吃的外，还给他求医
问药。”就这样，一个多月后，段苏权的
身体基本痊愈，坚持要去找部队。李

木富只好到邻居苏仕华家，请他帮忙
做了一副拐杖。段苏权在苏家住了一
天后，拄着拐杖离开。

每当看到脚上那块伤疤，段苏权

就会想起远在武陵山区的救命恩人一
家。1983年10月，刚从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学院政委岗位离休的段苏权将
军从北京来到秀山。他在当地领导陪

同下查看了雅江一带的多个山洞，不
过既没能确认当年养伤的地方，也没
打听到李木富的下落。

直到段苏权返京后，李木富才知
道了当年的红军伤员故地寻亲的消
息。李木富让儿子向县里介绍了自己
当年掩护红军的经过，秀山县有关部
门才终于弄清了这一段土家族农民与
红军伤员的血肉情缘。在李木富去世
一年前的1984年，秀山县政府将一块
写有“红军的亲人”的牌匾赠送给他。
这块牌匾被李之文珍藏至今。

李木富生前，段苏权曾委托当地
领导问李木富是否有困难需要帮助。
李木富捎话给段苏权说：“我个人啥也
不要，就是希望在村前的河上给村里
架一座桥。”于是，段苏权个人出资，在
村前的车田河上为村民架起了一座
桥。当地群众把段苏权当年住过的山
洞称为“红军洞”，将段苏权出资兴建
的这座桥叫做“红军桥”。

秀山红军洞见证一段血肉情缘

红军洞救红军 红军桥谢乡亲
本报记者 赵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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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他们把对亲人的思念深
埋心底，只为远方那一张张纯真的笑
脸；有一群人，他们跨越山水历尽艰辛，
只为让幸福的“春风”吹向边疆……

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宣部
发布了2019年“最美支边人物”候选
人先进事迹。

皑皑雪山，见证扎根边疆、奋斗不
息的忙碌身影；

茫茫林海，诉说团结和睦、亲如一
家的动人故事。

择一事为一地献一生

“我不留在上海，我就是要去柳
州。”1958年，年仅20岁的杨冠淼作
出了人生的选择。这份坚定，源自一
个宏大的理想：要在广西建设一个大
型的现代化工厂。

从用竹子搭建的厂房到如今屹立
于国际市场、拥有几乎涉及工程机械
全部产品线的现代化企业，由弱到强
的背后，是杨冠淼和他的同伴们60年
如一日的拼搏奋斗。

就在杨冠淼选择去广西的同一
年，刚刚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罗
辽复背上行囊，踏上前往内蒙古的旅
途。等待他的内蒙古大学正处于起步
阶段，教研条件简陋，缺少资料设备。
没有文献，他就去北京找；没有图书，
他就去外地买；没有能够讨论科研问
题的对象，他就与自己的大学同学书
信交流。就这样，罗辽复为内蒙古大
学物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86岁的刘铭庭选择用一生
守望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了摸
清沙漠“脾气”，他绕着塔里木盆地转
了7圈，走了约40万公里。经过反复
考察研究，刘铭庭成功培育既能防风
固沙、又能创造经济效益的红柳肉苁
蓉。如今，新疆策勒县、于田县已摆脱

“沙逼城下”之困，曾经深度贫困的农
户靠着它盖起了新房，买上了汽车。

放眼长远授人以渔

2016年，45岁的刘云军从北京
到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任院
长。刚进办公室，一大摞辞职报告就
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时的玉树州
人民医院最多时一个月转出病人
2000人次。

必须改革！3年来，玉树州人民医
院医务人员增加100多人，医院先后组
建新生儿重症监护等14个新学科、开
展168项新技术，填补玉树多项诊疗技
术空白……刘云军3年间瘦了20斤。

2016年夏天，上海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副校长傅欣带领40名专任教师，
来到西藏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针
对西藏师资力量薄弱状况，他与团队
设计了“规范化教科研流程”、打造出

“青年教师——成熟教师——骨干教
师——学科带头人——名师”梯队培

养机制。
2016年，中国石油援藏干部梁楠

郁进藏后担任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常务
副县长。隆冬10月，为调研卤虫卵产
业，梁楠郁在几近结冰的香错湖边搭
起帐篷，一住就是十几天。

卤虫卵是虾蟹养殖的饵料，是双
湖的“钱包”。为了提升饵料销售单
价，梁楠郁走访了30余家国内饵料加
工和销售企业，掌握了加工技术、客户
链条等资料。

为了支援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科
的发展，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
周远翔不断奔走在北京和新疆之间，
协调成立了由清华大学18名国内外
知名电气领域专家组成的援疆专家团
队，为学院学科建设提供咨询指导。
他深入分析学院发展“瓶颈”，制定了
教学、科研并用的实验室建设模式，建
立绩效考核与学科发展贡献度挂钩的
学科发展思路，充分调动教师从事教
学科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
里地区，律庆堂全身心投入反贪污贿
赂、反侵权渎职等工作。阿里地区人口
基数小，案件数量少，干警办案经验不
足，律庆堂就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一套
共计100余万字的业务用书，内容翔
实，实用性强，成为干警的“随身宝”。

舍小家为大家

从2011年到2019年，来自辽宁
的援疆干部李世英连续6次申请援疆
延期。

李世英挂职的新疆天业（集团）有
限公司是国内氯碱化工行业的领军企
业。彼2012年，为全力推动利用电石
尾气生产乙二醇项目技术实现产业
化，李世英和技术人员在各个城市奔
波。期间，上大学的儿子生病了需要
回家休养，同事们劝李世英回去看
看。李世英“狠心”拒绝：“乙二醇项目
都火烧眉毛了，哪有时间回家？”

对进疆挂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
二师三坪农场场长助理的孙义来说，
每天为招商引资不知道要打多少电
话，少有时间与家人联系。收获的是，
1年间，20余家企业前来参观考察，3
个物流项目、1个工业实体项目成功
签约，总投资近30亿元。

父母病重直到去世，远在万里之
外无法陪伴，是浙江丽水市援疆指挥
部指挥长罗运乾一生的遗憾，唯有以
新疆新和县的发展告慰父母。

针对新和县农产品资源丰富，但
农民收入不高的现状，罗运乾带领指
挥部将“百村千厂”工程和“农民双创
园”项目有机结合，在多个乡镇建设卫
星工厂，帮助各民族兄弟在“家门口”
就业。

“你干的是国家的大事，家里的小
事就不要操心了。”罗运乾铭记着父亲
去世前的叮嘱，把对父亲的怀念深埋
心底。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情满边疆 奋斗无悔
——走近2019年“最美支边人物”（上）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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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7月 18
日，“一带一路”国际技能研究院在重
庆揭牌成立。据了解，该研究院将进
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国际间技能
交流融合，提升中国在国际技能发展
领域的影响力。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研究院源起于今
年5月在重庆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
技能大赛，该赛事是中国迄今承办的
邀请国家、地区和外籍参赛选手最多
的技能比赛，吸引了44个国家和地区

的698名技能精英在渝竞技。
“研究院设立有综合服务部、人才

合作部、国际交流部、技术标准研究部、
大赛会务部、成果推广部。”该负责人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研究院将立足“国际
技能人才培训和评价，国际技能赛事运
营和研究，国际技能合作与交流，国际
技能标准研究和实践”四个定位，打造
成集技能开发、人才培养、专家培训、市
场运营、技术推广、赛事管理于一体的
研究基地，示范、引领、带动“一带一路”
倡议国际技能发展和高技能人才培养。

重庆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技能研究院
进一步推动国际间技能交流融合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月 18
日，“重庆扶贫产品直销店”在重庆北
站候车大厅正式运营，城口老腊肉、石
柱香米等重庆8个区县的220多个扶
贫产品进入高铁站销售。

据介绍，重庆北站目前日均旅
客发送量近10万人次。为助力扶贫
产品对接市场，四川成都铁路国际
商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铁
商旅公司）与重庆重报电商物流有
限公司合作，开设了“重庆扶贫产品

直销店”。对于进驻直销店的商家，
成铁商旅公司实行“三不收、零入
驻”的优惠政策，即不收取商家的
租金、保证金和管理费，不设任何
门槛。

成铁商旅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公司将在“智慧成铁”App上
对这些扶贫产品进行线上销售。同
时，成铁商旅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在重
庆选取人流量大的高铁车站继续开设
扶贫产品直销店。

扶贫产品直销店亮相重庆北站
本报讯 （记者 戴娟）7月18日，

市政协就重点提案《关于助推重庆物流
降本增效可持续发展的建议》进行督
办。重庆日报记者从现场督办会上了
解到，我市将通过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和
政策引导，到2020年力争全社会物流
总费用占GDP比重下降到14%左右，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2017年，我市社会物流总费用达
到3082.2亿元，占GDP比重为15.8%，
虽同比下降0.34%，但仍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14.6%）1.2个百分点。2018年，

重庆社会物流总费用为3115亿元，占
GDP比重为15.3%，仍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物流是整个经济社会的“血管”和
“经络”，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健康状况。
面对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市政协经济
委在调研后认为，制约我市物流降本增
效的主要瓶颈体现在物流基础设施有
待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有待优化，物流
标准化智能化较低，物流信息系统分散
孤立，物流运行有机制性障碍。今年全
市两会上，该委提交集体提案建议，加

快补齐我市物流基础设施短板，逐步完
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提升物流标准化
智能化水平，建立健全公共与企业物流
信息系统，优化物流降本增效政策环
境，切实推进重庆物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降本增效。

重庆作为国家物流总体布局中的
西南物流区域核心城市、全国物流园区
一级布局城市、现代物流创新发展试点
城市，全市上下高度重视物流业发展。
提案主办单位市政府口岸物流办负责
人称，目前我市物流降本增效工作已进

入“深水区”，下一步将围绕“推进物流
行业管理体制改革、构建‘通道+枢纽+
网络’物流运行体系、建立智慧物流体
系、构建物流金融新生态、创新物流用
地供地模式”五个方面，重点推动“优化
行业管理体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促进多式联运有机衔接，提高组织运营
效率；建设国家物流枢纽，提高集散分
拨效率；建设智慧物流体系，提高信息
交换效率；构建物流金融业态支持，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创新用地供地模式，
降低用地交易成本”六项试点任务，促
进全市物流降本增效。

该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我市将
通过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基本消
除不适应物流业发展的政策，让制度性
交易成本降到合理水平，市场主体活力
进一步激发，力争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比重下降到14%左右。

推六项试点任务降重庆物流成本
力争2020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降到14%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新建市
郊铁路磨心坡至合川线（渝合线）项目
一期工程加快推进。7月18日，来自重
庆交通开投集团消息称，渝合线一期工
程已进入施工招标阶段，已在重庆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挂牌招标，全线将

设5个站。
新建市郊铁路磨心坡至合川线项

目一期工程，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成
渝城市群路网“十三五”规划市郊铁路
渝合线中的部分工程，也是构成重庆铁
路枢纽西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郊铁路磨心坡至合川线（简称
渝合线），起于襄渝线磨心坡站，经土
场、草街、钓鱼城、花滩至渭沱。在渭
沱站新建联络线经黄泥坝交接站，连
接兰渝、遂渝线，并与规划的市郊铁路
合川—永川线贯通，建设工期为 4

年。线路全长约40.657公里（双线），
磨心坡站和渭沱站与国铁接轨，采用
国铁 I级标准，设计速度为160公里/
小时。

市郊铁路磨心坡至合川线近期将
新建土场、草街工业园区、花滩、合阳、
黄泥坝5个车站，改建兰（遂）渝线渭沱
接轨站，缓建钓鱼城站。

据介绍，渝合线一期项目改建襄渝
左线，长度约6.123公里；襄渝线增设磨
心坡北场，长度约1.985公里。计划建
设工期640天。

市郊铁路磨心坡至合川线一期工程招标
全线将设5个车站

新华社东京7月18日电 据日本
媒体18日晚援引京都市消防局的消息
报道，当天发生的京都动漫工作室纵火
案已导致33人死亡，另有36人受伤。

京都府警方稍早前通报说，18日
上午10时30分左右，一名41岁的男

子进入京都一家动漫工作室，“泼洒了
汽油状的液体”并纵火。火灾发生时，
约有70名工作人员在这栋三层建筑
物里工作。火灾引发爆炸，建筑物二
层和三层的玻璃全部被震碎。火灾于
15时左右被扑灭。

京都纵火案已致33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