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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委书记说

万盛把服务国家战略、扩大对外开
放作为主题教育重要载体，在以高水平
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我们将加快推进渝黔高速公路扩
能、重庆江南机场等项目建设，深入开展
渝贵高铁、万正高速、渝柳铁路等重大交
通项目前期工作，着力拓展开放通道；做

强做优重庆煤电化工基地、西南地区玻
璃新型材料示范基地、国家镁合金高新
技术产业基地等，不断提升开放平台；围
绕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大力开展招商引
资，引进更多市场主体、社会资本，大力
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
力打造公平公正、高效透明、平等竞争、
安商亲商的营商环境、开放环境。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肖猛：

高校书记说

在主题教育中，我们聚焦教育扶
贫、健康扶贫，取得了实效。比如我们
精准落实教育扶贫政策，今年对全校
4622 名学生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
提取事业收入经费 450 万元用于学生
资助；此外，我们奖助结合，评审了403
名国家励志奖学金、3679 名国家助学
金，扶贫扶志；学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也“一对一”结对帮扶了40名建档贫

困学生，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学习、生活、
就业等。

我们还积极开展健康扶贫服务社
会行动，组织了中医、药学、临床医学等
方面的专家深入石柱、黔江等区县的贫
困乡镇，开展“扶贫义诊送健康”，举办
健康生活知识培训，筛查高血压、糖尿
病、白内障等，让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
的健康服务。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吴海峰：

基层书记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基层党组
织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我们认真查找群众关心的问题，
立行立做，第一时间将问题交办到党员
手中，坚持易事快办。

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我们重点
“四措并举”：“垃圾分类”重引导，3000
份宣传单入户宣传，面对面向居民讲解

垃圾分类知识；“危房改造”保平安，全
力推进 69 户 D 级危房改造，确保社区
居民生命安全；“民情日志”划清单，定
期开展民情收集和研判，及时解决增加
绿植、完善便道等21项老百姓心上事；
以实效引导群众提高“社区建设我参
与，我的社区我作主”的主人翁思想，把
我们的社区建设得更美好！

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党委书记杨春敏：

群众说

今年10月初，我从浙江回到合川，
因右腿残疾，上班不能久站，很难找到
合适的工作。在主题教育中，镇上征集
群众意见，我反映了“残疾群众就业难”
的问题。

没想到，我与其他群众提的类似问
题得到了区里的重视，合川区人力社保
局在 10 月中旬就为我们建立了“就业
创业服务超市”，设立了信息发布、现场
招聘、职业指导等各个分区，让我们找

工作就像逛超市一样方便。10 月 24
日，我前往这个超市进行咨询，工作人
员经过筛选比对，发现重庆金同成科技
公司有岗位适合我。后来，经过他们推
荐，我第二天就去面试了，确定了不用
站着上班的岗位，并于10月27日正式
上岗。我从这件亲身经历的事情发现，
我们区里的主题教育抓得实在，解决了
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真是
好！

合川区龙市镇村民杨成文：

主 题 教 育 大 家 谈
（第30期）

“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
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
育后，兹特着人送还……”

聂荣臻于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
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1940
年，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他，曾
亲笔写了这封信给日军官兵，表达对
一对日本小姐妹的关爱。为何聂荣
臻会为了她们写信给日军呢？11月
10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
刘华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聂帅救
孤的故事。

从战火中救起日本小姐妹

1940年，八路军发起著名的百
团大战。当晋察冀军区向井陉矿区
进攻时，救起了一对日本小姐妹。她
们的父母是井陉矿站的工作人员，在
交战中身亡。

前线部队打电话到晋察冀军区
司令部请示。聂荣臻当时是晋察冀
军区司令员，他听到报告后说：“我们
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对放下武器的俘
虏，八路军还要以礼相待，何况是孩
子！立即把小孩送到指挥所来。”

日本姐妹由一个民兵用箩筐挑
着送到了前线指挥所。大一点的女
孩叫加藤美穗子，五六岁的样子；小
的叫加藤琉美子，还在襁褓中。

聂荣臻走近箩筐，蹲下来亲切地
抚摸着两个孩子，参谋长聂鹤亭和工
作人员也围上来。他们都知道，司令
员特别喜欢孩子，只要有空，都会逗
逗老百姓家的孩子。他们也知道，司
令员的独生女儿聂力，已经失散多年
没有音讯。

在指挥所中，聂荣臻让炊事员做
了一盆稀饭。他把大一点的小姑娘抱
在怀里，用小勺喂她。慢慢地，小姑娘

不再拘束，还对聂荣臻产生了依恋。
刘华介绍，随着战争推进，前线

指挥所无法长期养育这对日本孤
儿。聂荣臻最终决定，把姐妹俩送往
石家庄的日本兵营，让她们回到熟悉
的环境中去，以便将来回归她们的祖
国。

给日军写下600余字书信

“日本小姐妹临行前，聂荣臻亲
笔写了一封信给日军官兵，信件共
600余字。”刘华说。

正文开头，聂荣臻强烈谴责了日
军侵略中华的暴行：“日阀横暴，侵我
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
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
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
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接着，他在信中介绍了两个小姑

娘的情况，请日军“转交其亲属抚养，
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
沟壑而后已。”

在信件的结尾，他表示：“我八路
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
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
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
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
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
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
甚。”

信写好了，聂荣臻让警卫员去找
一名可靠的老乡承担护送任务。一
切都准备好后，聂荣臻对老乡说：“老
乡，请把这两个孩子送回去吧。”说
完，又把亲笔信交给他。信没有封
口，便于沿途关卡的敌人检查时阅
看。该书信原件至今下落不明，所幸
当年书信送出前，《晋察冀画报》摄影

记者沙飞拍下了书信全貌。
刘华表示，这封信彰显了聂荣臻

的人道主义精神：“当时他的女儿聂
力下落不明，他却接纳了美穗子姐
妹，体现了他的博爱，对之后中日关
系改善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永远都会记住您的恩情”

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帮助
下，聂荣臻和聂力终于团圆。

光阴似箭，1978年8月，中国和
日本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年届八
旬的聂荣臻元帅撰写回忆录时，对女
儿聂力说：“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
事，我还常为两个日本孩子担心，不
知道她们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

1980年初，在中日有关方面的
共同努力下，美穗子被找到了！当
时，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的
妹妹当年被送到石家庄日军营地后，
因伤势过重，不幸亡故。当年7月
14日，在日本驻华大使的陪同下，美
穗子一家来到人民大会堂。当聂荣
臻元帅出现在会见厅门口的一刹那，
美穗子顿时泪如泉涌。

美穗子说：“我到中国来的时候，
许多日本人，特别是参加过侵华战争
的旧军人，托我带口信，向中国人民
表示道歉和谢罪。”聂荣臻回答说：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
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灾难，你就
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次，看到你有
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很高兴。让
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愿中日两国
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1999年11月19日，美穗子来到
江津，参加聂帅陈列馆的聂荣臻铜像
揭幕仪式。面对铜像，美穗子含泪
说：“元帅父亲，我永远都会记住您的
恩情。”

聂帅救孤，已经成为中日两国交
往史上的一段佳话。刘华表示，今
天，我们要学习聂帅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以德报怨的革命人道主义
精神，怀宽广之心，行仁义之事，树立
崇德向善、以德服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聂 帅 救 孤 情 谊 长
本报记者 赵迎昭 通讯员 俞荣新 丁颖

“今天，我们在佛图关的崖壁上，
还可以看到一幅标语——建设人民
的生产的新重庆。这是邓小平领导
中共中央西南局时，为重庆确定的施
政纲领。”

“大家知道新山村街道的重钢烈
士陵园吗？它是为了纪念18个护厂
烈士所修建的，这18名烈士生前都
是二十九兵工厂的职工，而二十九兵
工厂正是重钢前身。”

……
11月8日下午3点30分，大渡

口区“讲红色故事 讲革命精神”巡
回宣讲在九宫庙街道思源广场举
行。5名宣讲团成员先后走上讲台，
用接地气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脍炙
人口的红色故事。“没想到，这些红色
经典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当地
许多居民前来聆听革命故事，现场掌

声不断，人群中不时传出阵阵惊叹
声。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大渡口
区充分挖掘整合红色资源，梳理了
一批红色故事，打磨了一批红色文
艺节目，形成了该区红色资源库。
依托红色资源库，他们从区内筛选
了一批理论名嘴和博物馆讲解员，
组建起“两讲”宣讲团，分赴中小学
校、城市社区、农村院坝等地，与群
众面对面讲好红色故事，讲好革命
精神。

思源故事会专场共有200多名
观众，既有机关干部，又有社区居民，
在聆听宣讲中，他们不时拿出手机拍
照；台上，区城乡建委的王翔、建胜镇
的袁方，重庆市旅游学校的李海平，
新山村街道的赵鑫，区博物馆的李玉
婷等，分别讲述了《毛泽东重庆谈判

的故事》《邓小平：心中最重人民事》
《赵世炎：信仰之火永不灭》《记中华
儿女革命的典型江竹筠》《重钢“十八
护厂烈士”》等精彩故事。故事之间，
还穿插了话剧、歌曲等形式多样的文
艺演出，整场宣讲温暖感人，绝不“走
过场”。

“革命先烈们坚如磐石的理想
信念令人钦佩。”大渡口区委机关工
作人员谢若瑜在听完报告后感慨
道，同样身为孩子的母亲，当听到江
姐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战友，又继续
投身革命时，泪水在她眼眶中不断打
转。革命先烈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
她前行。

“今天我是特意把孙子带来
‘受教育’的，让他知道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观众席上，九宫庙街道
居民周红菊一边聆听宣讲，一边给孙

子做讲解。
“这个小姑娘讲得好，说的道理

我们老百姓都听得懂。”报告会结
束，家住茄子溪街道的薛素芳指着
李玉婷乐呵呵地说。薛素芳是重钢
退休工人，几天前，她在网上看到大
渡口“两讲”宣讲会将在九宫庙街
道举行的通知后，立马拉上3位好
友报名参加，“虽然以前也了解过
十八护厂烈士的故事，但宣讲中增
添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小
姑娘提到的烈士刘家彝写给妻子徐
月蓉的信，就让我感受到共产党人
的伟大。”

截至目前，大渡口区已举办了
120多场“两讲”宣讲，接下来，宣讲
团还将继续走进学校、社区、农村，面
向更多干部群众进行宣讲，让革命精
神发扬光大。

“革命先烈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令人钦佩”
——大渡口“两讲”从身边事感悟革命精神

本报记者 左黎韵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职工在
哪里，工会服务就跟进到哪里。重庆日
报记者11月10日从渝北区总工会了
解到，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渝北区总工会坚持把问题
整改贯穿始终，集中力量解决广大职工
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着力打通服务职
工的“最后一公里”。

11月10日上午，渝北区凯歌路社
区“爱心托管班”又开班了，来自社区的
40多名双职工家庭子女聚在这里，听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志愿
者们讲爱国故事。这个社区是渝北区
的老旧社区，居住着很多双职工家庭，
为了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渝北区总
工会特意为他们开办了“爱心托管班”，
截至目前，“爱心托管班”已经开办五
期，受到了家长们的广泛好评。

“我们针对职工需求，开办了爱心
托管班、健康公益大讲堂、女职工‘两
癌’筛查公益体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力求把工作做到职工心坎上，把问题解
决在职工急需处，把服务送到职工家门
口。”渝北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拉近与困难职工群众的距离，渝北区
还多渠道筹集资金2500万元成立渝北

困难职工圆梦基金会，帮助困难职工解
困脱困。

为了让广大职工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工会“娘家”的温暖，在近日正式搬迁
到渝航园后，渝北区总工会将一楼约
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全部改造成
职工活动场所，包括法律咨询室、劳动
争议调解室、职工爱心驿站、爱心妈咪
小屋等。

打造“智慧工会”，延伸服务链条，
也是渝北区总工会在主题教育中为职
工解难题的实招之一。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渝北区总工会创新联系职工服务
方式，通过打造“智慧工会”来为职工提
供精准化服务。近期，渝北区总工会官
微正在进行改版升级，新的官微将根据
职工生产生活方式、交流交往方式新变
化，创新开展职工联系服务，同时为职
工和产业工人提供加入工会、转会等基
础服务，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协商等民
主管理服务，劳动监督、劳动保护、法律
援助等职工维权服务，以及困难帮扶、
创业就业、互助保障等职工服务。新的
官微上线后，将通过逐步完善系统，实
现从“工会定菜单”到“职工点菜单”的
转变。

渝北区总工会着力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

11 月 9 日，自驾游车辆行驶在通往黔江区小南海镇土家十三寨的乡村公路
上。黔江区在“四好农村路”建设中，把乡村旅游路建修到村寨和农户家门口，带动
沿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目前，全区30个街道、乡、镇和219个村（社区）全部通了
油路和水泥路，发展农家乐、民宿等800余家，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特约摄影 杨敏

黔江：

旅游路连接土家村寨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李宁）11月10日晚，央视《故事
里的中国》栏目播出了电影《烈火中
永生》的舞台剧版。通过小说《红岩》
作者后代和红岩英烈后代的讲述，以
及演员的演绎，观众被红岩英烈的英
雄气概深深感动。

电影《烈火中永生》于1965年上
映。该片改编自小说《红岩》，讲述了
重庆解放前夕，江姐在丈夫被敌人杀
害后，去华蓥山区参加农村武装斗
争，由于甫志高的出卖，她被捕入狱，
在狱中同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的故事。

《故事里的中国》栏目邀请了《红
岩》作者之一罗广斌的女儿胡波、著
名作家和革命家马识途、江竹筠（江
姐原型）的孙子彭壮壮等人，通过现
场讲述等方式，带领观众探寻隐藏在
文字背后的历史。此外，节目戏剧总
导演田沁鑫也携手著名演员陈数、刘
烨，用戏剧的方式，在舞台上演绎《烈
火中永生》片段。

“《红岩》塑造了一个英雄的群
像，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
血，用生命浇灌出理想信念之花。”主

持人董卿在节目中说，平凡的幸福是
人的一种本能的向往，“江姐们”慷慨
赴死是为了让更多人拥有这份幸
福。她还在节目中朗读了江姐在遇

难前写的“托孤信”，“孩子们决不要
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等语句令人印
象深刻。

“让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

上，带着我们的祝福，迎接重庆的解
放，迎接属于人民的新中国……”陈
数扮演的江姐和狱友一起在狱中绣
红旗的场景上演，一针一线间，现场
不少观众已潸然泪下。

“面对敌人的酷刑摧残和死亡威
胁，江姐始终坚贞不屈，她的勇敢和
坚毅值得我们学习。”西南政法大学
2018级研究生周传勇观看节目后
说，回望先辈的英勇事迹，我辈更应
该奉献出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建设贡
献智慧和才能。

铜梁区73岁市民秦廷光是位有
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1965年，他
曾在和平电影院观看《烈火中永生》，
红岩英烈的崇高形象深深烙印在他
的心中。通过央视观看舞台剧版的
《烈火中永生》时，他的眼眶再次被泪
水打湿，“红岩英烈有着坚定的信仰，
面对死亡面不改色，每看一次，我都
会深受教育。”

红岩联线党委书记朱军说，毛泽
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培育了红岩精神，牺牲在渣滓洞、白
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用生命践行和
光大了红岩精神，《红岩》等经典文艺
作品极大地传播了红岩精神。在新
时代，坚持守正创新，丰富文艺载体，
讲好红色故事、革命精神，仍然是宣
传文化战线的神圣使命。

央视《故事里的中国》栏目播出红岩英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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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剧照。 （央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