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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我不知
道在你们眼中，中国是什么样子？是
驼声悠悠，一带一路的悠扬和绵长？
还是笑脸盈盈，扶贫脱困的喜悦与感
动？如今的中国是个强大的中国，这
是我眼中的中国……”9月20日，在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I学 I行
（爱学爱行）”风采展示活动（下称爱
学爱行）上，国家统计局奉节调查队
秦美激情昂扬的演讲赢得阵阵掌声。

9月以来，“学习强国”重庆学习
平台“爱学爱行”风采展示活动开展
得如火如荼，全市爱学爱行氛围浓
厚。大家说，要以学习实绩献礼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现场气氛热烈、掌声
阵阵、高潮迭起

“学习强国就像一块强大的吸铁
石，牢牢吸引了我，每天坚持阅读、答
题、积分，成了我的必修课、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酉阳县板溪镇工作人员
陈远辉分享了在基层工作中运用“学
习强国”的收获和心得。

两江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
员杨法在“爱学爱行”活动中与大家
分享他的奇妙之旅：“打开‘学习强
国’，我仿佛变成了一位穿越者，在上
下五千年的长河中见证历史的变迁；
又仿佛变成一只翱翔于天际的雄鹰，
俯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生机勃勃；
或又仿佛回到学生时代，在安静的教
室听大师授课。”

巴南区22个镇街和17个区委直
管的区级部门党委（党工委）组织
2000个基层党支部广泛开展了“爱学
爱行”活动，全区4.6万名学员参与。

沙坪坝区以主题党日、支部活
动、党课学习、“党建翼联”等多种形
式广泛开展“爱学爱行”活动，并发挥
区内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特色，将红

岩精神也融入到活动中。
记者见到，在各展示活动中，选

手们紧扣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感悟新中国成
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围绕“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运用情况，讲学习方
法，谈学习心得，晒学习实绩，展学习
风采。活动还穿插了知识竞答、有奖
竞猜等环节，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阵
阵、高潮迭起。

“这些精彩演讲太有感染力了，
今后，我也要准时准点打开‘学习强
国’，养成崇学尚学的好习惯，向党靠
拢，提高自我。”奉节县社区居民刘新
看完展示活动后表示。

爱学爱行进一步激发
学习热情

随着“爱学爱行”展示活动的“白
热化”，许多参与者表示，“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已成为大家筑梦路上的“指

南针”和干事创业的“加油站”，阅读、
观看是每天的必修科目。

“‘爱学爱行’让我的学习之路更
添动力，知识更新越快、语句越接地
气，接受的群众越多。”王婷婷是沙坪
坝区覃家岗街道“8090”宣讲队队员，
她告诉记者，过去他们的宣讲内容一
年更新一次，有了“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这一“选题神器”后，宣讲队3个月就
能换一批选题，再用老百姓爱听的语
言润色加工后讲出，很受大家欢迎。

张清华是奉节县长安乡一名普
通职工，他告诉记者，自己第一时间
下载注册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每
天早上准时学习，更从中找到了学习
榜样。“时代楷模南仁东，一生为中国

‘天眼’燃尽自己；乡村教师农加贵，
三十年如一日始终做大山孩子的领
路人；‘最美医生’周南，将最美的年
华定格在雪域高原……是他们让我
明白了在平凡的岗位仍可以筑起不
凡的人生。”

与群众共享学习成果

“小李，你再给我们讲讲重庆的
发展方向”“刚刚说的智能化生活，离
我们还有多远”……近日，刚完成一
场“爱学爱行”社区宣讲的渝北区回
兴街道宣讲队成员李菁被居民群众
留下来，七嘴八舌问个不停。

在渝北区“爱学爱行”活动中，李
菁获得了全区二等奖的好成绩。活
动结束后，她立马投入到“爱学爱行”
社区宣讲中，向基层群众介绍“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分享自己的学习体
会。

江北区郭家沱街道社区干部苏
小玲一边参加“爱学爱行”活动，一边
组建起了一支由50名群众骨干、青年
党团员等构成的“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推广服务队，带动居民群众下载学
习“学习强国”，包教包会。她还充分
运用社区科普大学，连续开课5节，讲
授智能手机的运用，培训了近百名
50—70岁的“老学员”。

为提高“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
“爱学爱行”活动的参与度、覆盖面，
长寿区组织宣讲成员走进云集镇大
同村、邻封镇上硐村、八颗街道付何
村农家书屋开展宣传，引导群众利用

“学习强国”加强学习，让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观摩“爱学爱行”活动后，重庆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郭畑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举办“爱学爱行”活动很有意义，参
与者都很年轻，展示出了积极向上、
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在这些年轻
人身上，红岩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
这既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再学习再贯彻，也是一
场在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精神动
员。”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风采展示活动火热进行中

我市爱学爱行氛围浓厚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I学I行（爱学爱行）”风采展示活动火热进行中。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重庆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为进一
步推动全市文明旅游工作，提升旅
游服务水平，以喜庆祥和的文明旅
游氛围迎接国庆。9月 25日，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化旅游
委、市政府外办主办的重庆市第四
届“我和国旗合个影 文明旅游伴我
行”主题活动在江北区铁山坪森林
公园启动。

活动期间，主办方将在大融城、北
城天街、九街、鎏嘉码头、鸿恩寺公园、
铁山坪广场、科技馆、大剧院等8个点
位悬挂国旗，并在观音桥商圈大融城
设置志愿服务岗位，发放手持小国旗，
号召市民与国旗合影。

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全市征集了
91家景点景区、电影院、超市、酒店、
餐馆、奶茶店，将为市民及游客送上
一波福利。即日起至10月16日，市
民及游客无论身在何地，只需拍摄

“与国旗合影、为祖国献祝福”照片，
在朋友圈发布九宫格，积累70个“赞”
就可以享受91家店的优惠折扣。同
时，还可以通过“文明江北”微信公众
号上传朋友圈九宫格截图，优秀作品
将有机会获得一份价值200元的文明
旅游纪念品。

同时，10个国内外旅行团将针
对出渝游客集中组织行前说明会，
统一发放国旗和宣传标语，通过在
旅行地与国旗合影、拍承诺文明旅
游短视频等方式，为祖国献上生日
祝福。

来和国旗合个影 91份福利等你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学
习不刮‘一阵风’，批评不当‘耳旁
风’……”随着现场观众有节奏的掌
声，九龙坡区卫健委干部陶然宣讲
得更带劲儿了。9月24日，由中宣
部学习出版社和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学习新思想 点赞70年 建功新
时代——‘学习大讲堂走基层’·重
庆微宣讲”首场巡讲活动在渝中区举
行。现场4位宣讲人用地道的乡音
土语“议事”，拿衣食住行、人情世故
等话题“说事”，同时采用顺口溜、三
句半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讲，让
理论宣讲带有更多的“泥土味”，市民
们纷纷表示十分生动、有说服力。据
了解，这场理论宣讲活动是“学习新
思想 点赞70年 建功新时代”微
宣讲比赛结束后的首场活动。

首先登台的是重庆微宣讲比赛
中获得第一名的陶然，他要讲的是
《做新时代的“形象代言人”》。演讲

中，他为大家讲述了正能量“代言人”
的故事，其中就包括几位重庆人——

“时代楷模”杨雪峰、优秀扶贫干部杨
骅、英雄机长刘传健。他们的故事，
通过陶然声情并茂的演讲，更加深入
人心。

来自渝中区委宣传部的陈暕雯，
在以《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为
主题的宣讲中，讲到了电影《战狼》
《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也讲到了最
近火爆的《哪吒》。她说，优秀的影视
文化作品，在收获票房的同时，也能
够获得大家的广泛认同，这是文化的
力量。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陈暕雯
用这些接地气的事例，让大家在欢声
笑语中理解了文化的重要性。

微宣讲以微言大义为主旨，于细
微处见功夫。“巡讲人员的文字功底、
演讲功底都很强，值得我们学习。”渝
中区统计局贸易统计科工作人员周紫
然说，这次来到现场听巡讲收获很多。

用乡音土语“议事”拿衣食住行“说事”

这支宣讲队理论宣讲带着“泥土味”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
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
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
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
好转。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
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
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
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
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
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四
化”，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
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
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

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
前列”。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
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反复思考，
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从此，
实现“四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
标。即使在后来发生挫折的艰难岁
月里，这个伟大目标仍是凝聚和团结
亿万人民奋发图强、建设国家的强大
精神源泉。1975年1月，周恩来在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四
化”目标和两步走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
不懈奋斗，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进一步提出“三步走”战略，开创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
和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向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阔步前进。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我国初绘现代化蓝图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9月24
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西南大学党
委组织部和北碚区委组织部承办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奋
斗的我 最美的国”西南大学思政大
课，在该校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这
堂思政大课通过红岩网、重庆党员教
育远程互动直播平台等同步向全市
各区县、乡镇进行了直播。

当天下午，这堂思政大课在朝
气蓬勃的《青春为祖国歌唱》MV中
拉开帷幕。随后，不能到现场的中
国工程院院士、西南大学教授向仲
怀通过事先录制好的视频，向大家
做了《科技报国 责无旁贷》的主题
宣讲。他告诉大家，“1978年改革开
放带来了蚕业发展的春天。但由于
长期的封闭，我们与日本等国先进
蚕业科技的差距不下二十年。”

“2000 年人类基因组草图发布，开
启了生物科学的基因组时代，家蚕
基因组成为国际竞争热点……基础
学科研究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
二。最终，我们比日本的家蚕基因
组 计 划 提 前 了 一 年 ，赢 得 圆
满！”……配合着大屏幕里科研团队
奋力拼搏的场景，向仲怀院士的“讲

述”让现场师生深受感染。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白显良以《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为题，现场为大家授课。白显良用习
近平总书记“扣扣子”的比喻，阐述了
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养成的必要性与
重要性，同时结合生活中的例子告诉
大家如何养成正确的价值观。

西南大学学生徐帅和沈辉戈也
分别登台做了《那粒种子在梦想》《因
你而来 为君展开》的主题讲述，这两
个主题分别讲述的是西南大学校友、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和原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
一）院长劳展君教授的故事。

“这种思政课的形式很好！”“讲
得很精彩！”“用梦想和奋斗度过无悔
的一生！”……重庆日报记者通过重
庆党员教育远程互动直播平台看见，
不少观众留言表达自己的感想和收
获。

“奋斗的我 最美的国”

西南大学思政大课向全市直播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9月
25日，由九龙坡区委宣传部主办，中
国电子书画协会、北京市昌平区文联
等多家单位协办的“我和祖国共成
长”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美术、书
法、摄影作品交流展在九龙坡区黄桷
坪102艺术基地正式开展。

据悉，为了举办好本次活动，九
龙坡区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了美术、书
法、摄影作品近千件，经过专家评审，
共评出98件获奖作品，并特邀了部
分作品参加本次展览。同时，应邀参
加展览的中国电子书画协会、北京市
昌平区文联、青海省格尔木市文联也
组织了大量精美的作品参展。

水墨丹青勾勒祖国大好河山
“我和祖国共成长”美术、书法、摄影作品交流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9月25日，以

“祝福祖国·祝福重庆”为主题的重庆
女性影像展在重庆美术馆和渝中区
山城巷同时开展。70幅重庆女性的
肖像，彰显了新时代重庆女性独立自
信、健康美丽、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
展现了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精神和
时代风貌。

此次女性影像展选取了70位重
庆各行各业的女性作为拍摄对象，其
中不乏各行业的佼佼者，例如第四十
二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鲜继淑、重
庆长江轮船公司总船长王嘉玲、重庆

精益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甦光、鲁迅文
学奖获得者傅天琳、著名雕塑艺术家
江碧波、全国顶尖级石质文物修复专
家陈卉丽、重庆市人民小学校长杨浪
浪……她们中年龄最大的89岁，最
小的19岁。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戴伶
说，希望通过本次展览，呈现重庆这
座城市的时代闪光点，弘扬重庆女性
美丽、坚韧、传奇、自信的时代精神，
为重庆的文化注入新的能量。

据悉，该展览在重庆美术馆将展
览至10月9日（逢周一闭馆，10月7
日周一正常开放），在重庆山城巷将
持续展览。

重庆女性影像展开展

70幅肖像展现时代风貌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9月24日，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演奏厅,同学们重温入党誓词。
记者 卢越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翔）近日，在
渝北区“壮丽七十年，奋进新时代摄
影展”上，该区选取了90幅精彩照
片，展现独具巴渝特色、各具其美的
美丽乡村。

为充分展示渝北区美丽乡村建
设成果，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委从
今年4月开始，组织该区摄影爱好

者开展了“献礼祖国·美丽乡村”摄
影活动，共征集到摄影爱好者优秀
作品 2000余幅，并从中精选了 90
幅优秀代表作品向广大市民展出，
展示了渝北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大
力开展旧房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
丰硕成果，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礼。

90幅照片展示渝北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9月
25日，“歌唱祖国”——巴南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群众合
唱音乐会在巴南区政府广场举行，来
自该区各镇街、学校和区级部门等的
14支合唱团队，用歌声向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献礼，共抒爱国情、赤子
心，吸引了4000余名干部群众到场
观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伴着国家级非遗——巴南

“接龙吹打”的唢呐响起，音乐会在快

闪表演《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序幕，
表演者们依次登场用歌声抒发对祖
国的热爱。接下来，14支队伍轮番
上台，演唱了《我爱你中国》《不忘初
心》等曲目。

本次音乐会从初期筹备到决赛
历时两个多月，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
阶段，初赛于9月初顺利举行。经过
选拔，14支阵容强大的合唱团队从
36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以激情饱
满的姿态参加了此次群众合唱音乐
会。

巴南举办千人合唱音乐会歌唱祖国

9月25日，江北区铁山坪，市民争相与国旗合影。 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