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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8月
23日，重庆市第六届“好记者讲好故
事”第一片区赛开赛。来自重庆日
报、重庆广电集团等市属新闻媒体的
11名新闻工作者，借助PPT等表现
形式，深情讲述一个个亲历亲见亲闻
亲为的精彩故事。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
信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协办。大赛以“增强

‘四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
者”为主题，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为主线，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通过
讲亲历故事、谈采访过程、说内心感
受，提高新闻舆论工作能力水平，以
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为初赛、片
区赛、决赛3个阶段，分五个片区举
行，各片区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参加
9月上中旬举办的全市决赛。

“如果你热爱，你就表达；如果
你喜欢，你就追求。不自怨自艾，勇
敢逐梦。”重庆日报新媒体编辑姜雅

娟讲述了自己如何被“逐梦他乡重
庆人”报道中的逐梦精神感染，努力
克服性格内向缺点，从一个不敢开
口的害羞女生成长为媒体工作者的
故事。

活动中，重庆广电集团（总台）
融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刘恋、重庆广
电集团（总台）融媒体新闻中心重庆
之声记者邓可、华龙网融媒体中心
视频编辑易华等11名新闻工作者，
均向观众分享了自己在从事新闻行
业过程中的感人故事，传递了新闻
背后的温度和力量，彰显了新时代
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使命与担当。
他们的故事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最终，来自重庆广电集团
（总台）重庆卫视国际频道的魏贤
良，华龙网的蓝心妤，重庆广电集团
（总台）融媒体新闻中心重庆之声的
邓可以及重庆广电集团（总台）融媒
体新闻中心的刘恋分获一二三四
名。他们将参加9月上中旬举办的
全市决赛。

重庆市第六届“好记者讲好故事”第一片区赛开赛

11名市属媒体工作者
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 （通讯员 梅佳）8月
22 日晚，黔江区第 13 届“圆我读
书梦”公益活动感恩募捐晚会现场
传出消息：本次晚会募集助学资金
达到 472.7 万元，13 年累计募集
3862万元，渝东南两区4县和湖北
省咸丰县等武陵山区贫困大、中、
小学生1万余人得到资助，圆了读
书梦。

据了解，这项被国务院扶贫办誉
为“助学典范”的公益品牌发起于
2007年，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旗下
的武陵都市报社创设的“武陵都市报

助我上大学”公益活动演变而来。
2014年，黔江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加入后，升级为“圆我读书梦”公
益活动，2016年，黔江区委、区政府
整合和区委宣传部统筹全区助学平
台，进一步壮大了品牌规模。13年
来，200余家区内外爱心企业踊跃捐
资助学，120多家机关、事业单位和
上万市民接力奉献爱心，20多家承
办、协办单位和1万多名志愿服务者
持续支持，铸就了“圆我读书梦”公益
活动品牌，点燃了文明之光，照亮了
文明之城。

“圆我读书梦”公益活动
13年资助学生逾万人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余大凯）8月23日，重庆动物园
为现存世界上最年长的大熊猫“新
星”举办了37岁生日派对。

“新星”是一只雌性大熊猫，出生
于1982年，家乡在四川省宝兴县，
1983年来到重庆动物园安家落户。
1988年冬奥会期间，“新星”（当时名
为“琼琼”）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展出，
吸引了上百万人次观看。“新星”的后
代遍布全球各地。截至2018年底，

其后代共有137只，分别居住在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7岁的“新星”现在的体重为
98公斤，身体状况良好，但由于年
龄太大，有时候会出现血压偏高、牙
齿脱落磨损严重等症状。每隔几
天，重庆动物园都会为“新星”进行
全面体检，饲养员们还会引导“新
星”多运动，考虑到“新星”的牙齿不
好，饲养员平时投食还会将竹笋去
掉纤维较多的部分。

全球现存最长寿大熊猫37岁了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8月 23
日，“我爱你中国——欢跃四季·舞动巴
渝”2019重庆市广场舞展演活动第四片
区赛在奉节县兴隆镇举行。来自渝东北
地区的万州区、梁平区、城口县、丰都县、
忠县等10个区县的22支展演队伍齐聚
一堂比舞竞技，为新中国70华诞献上一
份祝福。

2019重庆市广场舞展演活动是我
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要活动之
一，分为基层海选、区县选拔、片区联动、
集中展演四个阶段。此次第四片区赛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委主办，重庆市群众

艺术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广播电
视集团（总台）、华龙网集团、奉节县委宣
传部等单位联合承办。

此次展演共吸引了2000名观众参
观演出。当天，万州三峡艺术团成员谭
平和队友们表演的《律动万州》以最高分
拔得头彩。

接下来，该活动还将在璧山区、秀山
县和江北区举行片区展演，每个片区将
选出6支优胜队伍参加全市集中展演。
市民除了可亲临现场观看广场舞展演
外，还可登录抖音短视频、学习强国等网
络平台，用手机同步观看。

2019重庆市广场舞展演活动第四片区赛举行

10个区县的22支队伍同场竞技

重庆广场舞展演第四片区赛现场，选手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通讯员 段超 摄

8月23日，重庆动物园为37岁的大熊猫“新星”举办生日派对。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雨）8月20
日至23日，在共青团江津区委和共
青团开州区委的共同组织下，开州区
高桥镇的15名建卡贫困户家庭学
生，到江津开展了一次难忘的暑期

“研学扶志扶智”活动。
这场以“帅乡手牵手 益起来攻

坚”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是江津对口
帮扶开州脱贫攻坚的一项子活动。

这15名建卡贫困户家庭学生
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7岁，分别
来自高桥镇齐力小学、开州德阳初
级中学等中小学校。在此之前，他
们大部分都没有去过开州以外的地
方旅行。

在4天的行程中，孩子们参观了
江津区四牌坊小学、江津中学、重庆
交通大学双福校区、聂帅陈列馆、聂
帅故居，在江津青少年宫学习了烘焙
技术、陶艺制作，体验了VR、观看了
电影，还到江津四面山景区作了一次
旅游。

7岁的谢雨腾说，这4天里收获
很多，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在四面山第

一次看到了瀑布。他说，自己很小的
时候就能背诵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
三干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直盼望
能看到真正的瀑布，这次终于实现了
梦想。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
志时。”在聂帅故居参观时，9岁的
向晋孚受到了思想上的启迪。他
说，聂荣臻元帅在读小学时就立下
了远大的志向，他也要从现在起立
下志向，今后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
的人。

“这是一次难忘的‘研学扶志’活
动！”高桥镇齐力小学带队老师谭琴
说，因受经济等条件限制，这些大山
里的贫困家庭孩子，很少有机会参加
研学旅行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他们
不仅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受到
了激励，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扶志”活
动。她希望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在
开展脱贫攻坚工作过程中，多关注贫
困家庭学生，重视“扶志扶智”，给他
们营造一个温馨、健康、积极上进的
成长环境。

扶志扶智

开州15名贫困学生到江津研学

本报讯 （记者 周松）他们来自不
同地区、不同行业，他们用爱与善书写着
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8月23日，2019
年第六期“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
物发布会在渝北区龙山街道举行。周尚
会、杨伯兵、李世会等10人获得“最美巴
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称号。

37岁的周尚会是一名普通妇女，离
婚后仍坚持照顾得了重病的婆婆。发布
会上，周尚会说，“虽然我和前夫已经离
婚，但婆婆自始至终都是我的亲人，照顾
她是我应该做的。”

来自合川的退伍军人杨伯兵，多年
来持续关注白血病患者和儿童疾病患

者，每年为他们捐钱。发布会上他说，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最大努力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人世间的
温暖，今后我要向他们学习，将这份温暖
传递给更多人。”现场观众李冰听完这些
感人故事后，对重庆日报记者说道。

2019年第六期感动重庆月度人物揭晓

平凡人书写不平凡的故事

一、无怨无悔照顾“昔日”婆婆的“好
媳妇”——周尚会

周尚会，女，37岁，渝北区仙桃街道
沐仙湖社区居民。

2004年，周尚会结识了前夫刘纪
德，婚后两人常因琐事争吵。2012年，
两人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后不久，患尿
毒症的婆婆病情越发严重，需血液透析
维系生命，为支付巨额医药费，患心脏病
的前夫不得不外出打工。谁来照顾重病
婆婆和年幼女儿？

周尚会重新回到支离破碎的“家”，
带老人到医院做透析，照顾女儿生活和
学习，精心搭配老人的一日三餐，将老人
的衣裤被褥洗得干干净净，白天忙完

“家”里的事就到社区学手工编织，然后
接活在家做，贴补家用。周尚会说：“虽
然没有和前夫复婚的打算，但现在这样
挺好的，可以全心全意照顾老人和女
儿。以前我是婆婆的儿媳妇，现在我是
她的女儿，我们就是一家人。”

二、心系家乡献真情的退伍军
人——杨伯兵

杨伯兵，男，37岁，合川区草街街道
十字路社区居民。

杨伯兵曾是一名消防战士，2004年
退役后投身建筑行业。2018年3月12
日，杨伯兵到十字路社区支部参加党员
集中学习，听说6岁的王子豪患眼癌，他
当场将身上带的钱全数捐赠，并与社区
支委一同号召其他党员捐款。“我小时候
因为一次意外腿断了，全靠好心人的帮
助，才能站起来。”杨伯兵说。

多年来，他持续关注白血病患者和
儿童疾病患者，每年为病患、困难人员捐
赠数万元。当被问到是否记得一共捐款
了多少时，杨伯兵回答道：“我从来没有
去统计过，只是心里要求自己能帮助多
少就帮助多少。”

三、累计捐款捐物150万元帮老扶
弱的新时代女性——李世会

李世会，女，50岁，重庆赵氏商贸有
限公司总经理。

她始终保持着一颗乐于奉献的心，
从2006年至今，为贫困学生捐款103万
余元，为灾区捐款捐物24万余元，为敬

老院捐款捐物4万余元，为家乡建设和
公益事业捐款15万余元，累计捐款捐物
超150万元。同时，她还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先后投资900
余万元和流转土地1000余亩，开办华胤
农场，盘活了当地集体经济，壮大了现代
农业，为村民务工增收创造了条件。李
世会用她持之以恒的奉献精神和造福社
会的责任担当书写着新时代女性的美丽
人生。

四、组建志愿者队伍扶贫济困的“暖
男”——涂小东

涂小东，男，45岁，梁平区青年志愿
者协会会长。

2014年，涂小东毅然投身到志愿服
务中来，组建志愿者队伍。五年来累计
助医57.6 万元，发放爱心物资80.9 万
元，关爱高龄、空巢老人达1000余次。
涂小东的脚步走遍了梁平大地，他和团
队将爱心撒遍了每个角落，让困难者得
到了温暖、受到了启迪、看到了希望。“只
要有心，身边处处是公益。公益都是从
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涂小东说。

五、合力勇救落水少年的“好
汉”——张乾才、黄关勇、封承伟

张乾才，男，62岁；黄关勇，男，42
岁；封承伟，男，44岁。他们都是巴南区
姜家镇姜家社区居民。

2019年5月27日下午，姜家小学三
名学生到龙洞河里游泳。突遇河水猛
涨，其中两名学生及时上了岸，另一名田
姓同学被冲下了堤坝，岸上的两人急忙
求救，在地里干农活的张乾才一听，立即
抄起竹竿，一边往河边跑，一边呼喊：“有
学生掉水里了，快来人帮忙！”黄关勇、封
承伟听到呼救声立即加入救援。到达现
场后，张乾才顾不上脱衣服就扑通一声
跳下水，黄关勇、封承伟也接着跳入水
中，他们一边稳定落水少年的情绪，一边
想办法施救。随后在岸上群众的配合
下，三位施救者奋力将水中的学生拉到
岸边。面对被救者的感激和众人的点
赞，张乾才连连摆手说：“这是应该做的
事。”

六、残疾人的贴心“管家”——钟尧
钟尧，男，34岁，渝中区化龙桥街道

残疾人专委。
2008年钟尧开始从事街道残疾人

服务工作。当时，辖区共有660余名残
疾人，钟尧告诉自己，残疾人专委是公益
性岗位，应该是残疾人的贴心管家，而不
是坐在办公室的办事员。到残疾人家中
了解情况，和他们聊天，是他每天下班后
和周末的主要功课。在长期不懈的坚持
下，他为辖区660余名残疾人提供了康
复、就业、文体、维权等服务，残疾人满意
率达100％；每年定期组织残疾人参加
专场招聘会，帮助新增就业50余人；办
理和发放各类扶助金数十万元，让每一
名残疾人切实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
爱。

七、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技术“领头
雁”——李虎

李虎，男，34岁，重庆京东方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设备技术部长。

李虎长期以来致力于面板制造行业
自动化、智能化的探索研究。2013年6
月，李虎从北京派遣到重庆，投入到京东
方8.5代线建设中，担任自动化物流设
备及洁净包检测负责人。100天时间
里，从无到有，实现物流自动化设备搬入
到全线贯通业界最快纪录，为洁净间物
流设备行业建设树立标杆。因业绩突
出，荣获重庆京东方2013年度“优秀青
年干部”奖、京东方集团2013年度“京东
方人”奖。在之后的两年中，作为自动化
技术部副部长，带领团队不断优化工厂
物流设备，攻克多个物流瓶颈，奠定了
B8 150K的产能基础，所带领的团队
荣获重庆京东方2015年度“最佳服务团
队”奖。

八、用柔弱肩膀撑起一个家的好儿
媳——蒲云碧

蒲云碧，女，54岁，云阳县宝坪镇荷
花村村民。

儿子遇车祸，导致大脑损伤；丈夫
做生意亏损；婆婆因病生活不能自理，
至今已10余年。蒲云碧一直待在婆婆
身边,无微不至地照料，从不言弃。每
天天未亮就起床，洗脸、穿衣、做饭、喂
饭，安顿好婆婆后才下地干农活。睡觉
前给婆婆擦身、洗脚、按摩，照料婆婆大

小便，再收拾家务。为了让婆婆减轻痛
苦，蒲云碧专门去卫生院学习推拿，睡
觉前都会为婆婆简单理疗一次。10年
来，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在蒲云碧精
心照料下，婆婆精气神很好，虽口齿不
清，但她夸“儿媳妇好”这几个字，村民
皆能听懂。

九、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独臂青
年——刘毅

刘毅，男，43岁，重庆新毅创农业有
限公司经理。

刘毅出生在南川区西城街道永合社
区农村家庭，9岁时，右上肢意外被380
伏电压击中，无奈进行高位截肢。他不
想成为家人的拖累，当过洗碗工、水果商
贩。2011年，刘毅开始种植竹笋，同时
发展林下土鸡养殖，2012年出栏优质林
下散养鸡达2万只，收益达到5万元。
种植的竹笋把400亩荒山变成了青山。
2018年，他成立了重庆新毅创农业有限
公司，种植2200亩优质九叶青花椒，解
决了村里残疾人和贫困家庭就业。刘毅
说，他的成长，离不开亲人、朋友和社会
的关爱，他要带动更多的人一起走上致
富路。

十、用辛勤换好日子的致富“带头
人”——王茂强

王茂强，男，31岁，垫江县裴兴镇桂
花村4组村民。

王茂强所在村属比较偏远的国家级
贫困村，青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田土闲
置严重，王茂强把闲置的土地开垦出来
种蜜本南瓜。万事开头难，刚开始，村民
不相信通过种植南瓜能致富。王茂强每
天天不亮就起床，有时天黑了，他还不愿
意从地里回家。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
种植的20余亩地，收获了4万多斤南
瓜，收入接近2万元，王茂强提前脱贫。
他还带动村民一起致富，在政策的扶持
和村民的支持下，承包土地进行规模化
种植，从2015年到2017年，流转土地
1000 亩，上半年种南瓜，下半年种榨
菜。年收入8万元，直接为当地贫困人
员每年增收近4000元。

（记者周松整理，图片由市委宣传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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