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0日，永川沸腾了！由市政府
主办，市体育局、永川区政府承办的重庆
市第六届运动会（以下简称“市六运会”）
开幕式倒计时一周年启动仪式在永川体
育中心举行，这标志着市六运会正式进
入“永川时间”。

市六运会会徽揭开面纱

启动仪式上揭晓了市六运会会
徽。会徽整体是篆体“永”字的变形，
代表在永川区举办，也形似重庆的

“庆”字，寓意“行千里·致广大”。会
徽中包含数字“6”的变形，代表第六
届市运会，整体会徽又形似“六”，寓
意六六大顺。“6”字部分由凤凰图形
组成，寓意永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
得实效，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凤凰涅
槃”；logo头上一点如一束火焰，又似
运动员飘逸的长发，代表运动员更快、
更高、更强的运动姿态；整个会徽如一
名向前的奔跑者和激情的舞蹈者，代

表饱满四溢的发展活力。
此外，启动仪式上还公布了市六

运会官方网站：www.cqsydh.com；
官方微信：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市
民可通过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查询、
关注市六运会相关信息。

高标准推进筹备工作

市六运会受到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和全市人民的高度关注。为确保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
永川区未雨绸缪，高标准推进各项筹
备工作。

目前，市六运会相关比赛场馆已
经相继完成修建、改造、装修和设施安
装。此外，永川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
人多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优秀
教练员引进、参赛工作经费、筹备和备
战工作面临的问题、筹备领导小组办
公室组建等工作。

永川区政府区长张果在启动仪式

上表示，市六运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
阶段，永川区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
署要求，强化“当好东道主，办好六运
会”的责任意识和行动担当，以“勇争
一流”的精神，“追求极致”的作风，努

力将市六运会办成最精心、最精彩、最
有特色的一届体育盛会。

市运热潮在永川逐渐掀起

市六运会开幕式倒计时一周年启

动仪式在精彩的武术表演中拉开序
幕，随后，数百名来自卧龙中学的农民
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带来了青春活力的
健身操表演。

启动仪式后，一场“火炬跑”点燃了
现场气氛。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将火
炬传递给运动员代表，运动员代表手举
火炬绕体育中心内场一周，随后带领
5000多名市民一起奔跑，以“火炬跑”
的方式，传递市运精神，展现重庆人民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表示，作为一
届全民参与的综合性运动会，不仅是全
市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
检验我市体育后备力量、推动全市体育
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实现“体育强市”
建设的重要推手。

助推永川体育全面提升

近年来，永川区先后获得亚洲足球
展望城市、国家女子足球队训练基地、

国际象棋训练基地、国家拳击跆拳道训
练基地等国家级荣誉称号。永川着力
打造足球之城，举办国际性、全国性、全
市性的知名重大赛事，不断提升了永川
知名度和影响力。

全民健身，完善的体育设施是保
障。永川在渝西地区率先建成“一场
一池一馆”，基本实现“城区15分钟，
农村20分钟”全民健身圈目标。

在推动全民健身中，永川区向群
众开放运动场馆，并按照“季季有品牌
赛事、月月有大型活动、周周有小型群
体活动”的目标。每年组织500人以
上大型群体活动均在10次以上，其余
小型群体活动超过200场次。

“市六运会在永川举办，将进一步
提升和带动永川文化体育事业乃至经
济社会的全面提升。”永川区文旅委负
责人表示。

韩成栋 陈科儒
图片由市六运会筹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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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我
们要教育青少年们牢记我党的革
命斗争历史，做一个忠于党，忠于
祖国，立志强国的新人才。”9月22
日，南方局老同志子女——童小鹏
长子童丹宁来到位于渝中区的特
园书房，以“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
为题，进行了一堂生动的讲座。

“红岩村，是我出生的地方，也
是我父母艰苦工作，恋爱结婚，成
家育儿的地方。”年逾七旬的童丹
宁回忆起与父亲童小鹏的难忘岁
月，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的红岩小故
事。他说，在红岩村，有一天晚上，
父亲抱着他一不小心从二楼楼梯
滚到一楼。父亲一直紧紧地抱着
他，他没有受伤，而父亲却撞破了
额头，鲜血直流，从此留下一块伤

疤，“爸爸妈妈的爱永远刻在我的
心中”。

“红岩精神为新时代加强青
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教育
素材。”童丹宁说，红岩精神蕴含
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是培养青少
年坚定信念、家国情怀、顽强拼
搏精神的力量源泉，要在青少年
中大力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
让青少年在学习红岩精神中自
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
统教育，厚植爱国情怀，争做时
代新人。

童丹宁还建议，重庆应该将丰
富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文艺和舞台
艺术作品，例如拍摄电视剧《红岩
春秋》等，将红岩精神与时代主题
结合，充分展示其时代价值。

童丹宁：

在青少年中大力实施
红色基因传承工程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今日，由
重庆日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出版集团主办，龙湖集团协办，重庆地
方史研究会支持的“历史年轮·重庆辉

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摄影大展，
在渝中区大坪龙湖时代天街C馆开
展。120米的长卷式布展设计，数千幅
照片、影像与数字结合的表达方式，生
动地展现出新中国成立后重庆70年来
的巨变。

展览分“历史年轮”“真重庆”“辉煌
有你”三个部分。

“历史年轮”包含四个章节。第一
章节采用《重庆日报》报版的版面+照
片的方式，串联展示了成渝铁路、重庆

直辖、三峡移民、智博会等重庆社会、
经济发展内容，长约十余米，恢弘大
气。第二章节用新媒体方式展示了一
些重庆数据，如人口的变化、公路铁路
的里程数变化等；第三章节用3D设
计+照片（如铁路、航运等）展示重庆
的重要战略定位；第四章节展示重庆
的新经济、新科技、新能源和新农村，
如高校重点实验室、大数据谷、飞机模
拟实训室等。

第二部分“真重庆”展示的是重庆

在交通、旅游、娱乐等方面从量变到质
变的变化。“我们用了一些新奇的方式
来呈现这些变化和内涵。比如摄影师
用食物拼出解放碑、洪崖洞等的形状，
演绎重庆饮食文化符号。”此次摄影大
展的策展人王远凌介绍，比如交通也不
再只是简单的出行功能，重庆便利的立
体式交通是欣赏风景的好方式；展览还
展示了重庆人新潮的电竞、健身等娱乐
方式。

第三部分“辉煌有你”讲述的是普
通人和重庆的关系，快递员、科研团
队、青年创业者等，展示他们积极向上
的每一天，奏响重庆这座城市朝气蓬勃
的旋律。

展览将展出至10月23日，观众可
前往免费参观。

120米长卷影像展示重庆70年巨变
“历史年轮·重庆辉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摄影大展今日开展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
月21日，记者从西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获悉，由该社与重庆出版集团
联合出版发行的《新中国成立70
周年重庆口述回忆文集》已正式发
行。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庆口述回忆文集》主要由中共重
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笔。在过去
三年里，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围绕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先后采
访了张文彬、秦玉琴、陈之惠、吴家
农等老同志和冉绍之、马善祥等改
革先锋以及部分优秀民营企业家
代表，记录整理了大量宝贵资料，
并精选收录本市多年来编辑出版
或发表的陈锡联、任白戈、廖伯康、
蒲海清等老同志的口述回忆文章，
最终形成此书。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重庆口述回忆文集》一书共分
为四个部分：第一至三部分按照
时间进程分为“建设人民的生产
的新重庆”“争当改革开放排头
兵”“直辖开启新征程”，总体勾勒
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庆建设
发展的历史脉络；第四部分“民营
企业家话改革”，选取了改革开放
进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个特殊
群体，以点带面，从局部突出反映
党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
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巨大变
化。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口
述回忆文集》的编辑出版，为进一
步深化重庆地方史研究提供了丰
富史料；为广大读者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了解重庆历史提供了生动
鲜活的乡土教材。”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关负责人表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庆口述回忆文集》在渝首发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
王鹏 李超）国务院新闻办22日发表
《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70年》白皮书。

白皮书说，7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和
当家作主。新中国70年，是中华民族
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70
年；新中国70年，是中国人民各项基本
权利日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70年；新
中国70年，是中国不断为世界人权事
业发展作出贡献的70年。

白皮书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

的人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
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
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中国不断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经
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
践中，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自身
实际相结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
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
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各项
权利，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和
现实都证明，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符

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丰富了人类文
明多样性。

白皮书强调，当前，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
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实现，随着国家基本实现现代
化，随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
国人民必将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
权利，中国人民必将在更高水平上实现
全面发展。

白皮书说，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

将秉持文明多样和文明交流互鉴精神，
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白皮书

《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
北京举行，从中央到县级的负责
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会议。这是
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
工作会议。会议发扬党内民主，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统一全
党思想、推动全面调整起了积极
作用。

会议结束后，在刘少奇和周恩
来、陈云、邓小平等直接领导下，中
共中央于2月和5月相继召开西
楼会议、五月会议，进一步正视和
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
刘少奇指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
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
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
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认识比较统一的基础上，中
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

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大力精简职
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
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
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
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
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
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

同经济调整相配合，党对社会
政治关系、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教
育文化政策也做了进一步调整。

调整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明显
效果。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
势开始好转。为进一步扭转局面，
中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
的时间继续调整。在调整中，还进
行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在
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和进行
两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取
得了一定成效。到1965年，原定
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
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全面调整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9月19日，嘉陵江大桥两侧灯杆上挂满鲜艳的国旗。国庆节日益
临近，重庆主城广场、商圈、主干道等处都已陆续悬挂鲜艳夺目的五星红
旗，以此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喜庆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记者 张锦辉 摄

喜迎国庆

▶9月19日，永川北山中学学生在校园摆出“70”字样，与巨幅国旗
同框，庆祝新中国70华诞。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为人民谋
幸福：新中国人
权 事 业 发 展 70
年》白皮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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