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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
习 生 李 宁）11 月 27 日，重庆

“11·27”烈士殉难70周年纪念活
动在歌乐山烈士墓前举行。脱险
志士和来自上海、山东、新疆、陕
西、四川、重庆等地的烈士亲属、社
会各界代表1000余人参加了纪念
活动。

上午10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声中，祭扫仪式拉开序幕。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负责人宣读了祭
文，全体人员行三鞠躬礼，并绕烈士
墓一周，向烈士敬献鲜花。

祭扫仪式结束活动后，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旅委、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主办，红岩联线承办的《共和国不
会忘记——纪念“11·27”烈士殉难
70周年红岩诗文诵演》在《红岩颂》
音乐中拉开帷幕。

诵演主要通过器乐演奏、歌舞
表演、合唱、诗朗诵等形式呈现，来
自红岩联线、西南政法大学、陆军
第958医院红岩医疗队、重庆锦绣
管乐团等单位的共300余人参加
了演出。《沁园春·雪》《囚歌》《示儿》
《红梅赞》《绣红旗》《红岩颂》等节
目，反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光辉历
程，以及红岩英烈的坚定信念，让红
岩精神薪火相传。

据了解，70年前，300多名共
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这里壮烈捐
躯，践行和光大了伟大的红岩精
神。相关负责人介绍，70年来，新
一代红岩人勇担历史使命，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可喜成绩。红岩联线成
为了全国知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每年接待观众1000万人次；成为了
国家级特色教育基地，建成红岩党
性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每年培训党员2万余人、专题
研学学生上万名。

重庆举行“11·27”烈士殉难70周年纪念活动

坚定信念 让红岩精神薪火相传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近
日，璧山区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
深刻汲取区委原常委黄文杰严重违纪
违法案件教训，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全区各级各部门紧跟其后开展
警示教育。璧山高新区是黄文杰曾
经联系分管的单位，受害程度深，负
面影响大，在区委召开警示教育会两
天后，高新区党工委随即开展“以案
四说”警示教育会，播放黄文杰忏悔
录，从“纪、法、德、责”4个方面剖析
原因、讲清教训、警示干部。区应急
管理局党组结合原璧山县安监局安

全监察科科长兼报账员冯兴友挪用
公款案开展“以案四说”，提醒广大党
员干部要增强“免疫力”、筑牢“防火
墙”，切莫成为“案中人”。今年以来，
璧山区开展“以案四说”381场次，教
育党员干部2.05万人次。

要从根源解决问题，重在堵住制
度“漏洞”。璧山区紧密联系思想和
工作实际，全区各级各部门深入对照
检查黄文杰典型案例以及本辖区、本
系统、本单位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典
型案件，查找问题、以案促改，建立健
全相关机制，推动“权”与“责”“惩”与

“治”同步同进。

作为受黄文杰案影响的“重灾
区”，璧山高新区以案促改尤其注重
改制度。在工程方面，完善《零星工
程管理办法》，明确零星工程施工单
位选取方式；招商引资方面，出台促
进总部经济发展扶持办法、促进金融
产业发展办法等一系列普惠政策；服
务企业方面，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实施细则；纪律作风建设方面，印发
了2019年岗位廉政风险点清单、深
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
等等，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用制度
管人管事管权。

璧山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将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与专项整治、巡视巡察反馈意见整
改结合起来，统筹部署、共同推进，进
一步筑牢思想防线、堵塞监管漏洞，
为璧山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推动“权”与“责”“惩”与“治”同步同进

璧山区运用典型案件以案促改
本报讯 （记者 张莎）实事办得

好不好，人民群众说了算，11月27日，
渝北区回兴街道举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民生实事报账会，十类
民生实事主要负责人向300余名群众
汇报项目完成情况，接受公众评议。

“针对宝圣东路社区民乐园休闲
长廊无遮雨设施问题，我们投入9000
元，为长廊安装了透明玻璃遮雨棚”

“过去有居民反映辖区多所学校校外
交通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在20所学校
外道路上设置了交通标识、警戒线、警
示牌等”……记者在现场见到，回兴街
道十位民生实事主要负责人相继走上

台，均用PPT展示项目。大屏幕上既
有项目简介、数据，也有前后对比照
片，效果如何一目了然。

宝圣东路社区农转非安置片区道
路整治项目演示完毕后，一位居民站
起来点赞：“我在渝州隧道上面住了十
几年，过去这条路满是泥巴，下雨天走
两天就得换裤子，现在道路硬化拓宽
了，老人们都说，接送孩子上下学更舒
心了。”

据了解，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回兴街道党工委将“改”
字贯穿始终，拟出了十类民生实事，分
别是：辖区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整治、部

分主次干道行道树安全隐患整治、交
通拥堵路段综合整治、校园及周边安
全隐患整治、辖区企业和群众安全生
产意识和技能提升、城乡接合部垃圾
乱倾倒综合整治、农村CD级危房及已
征未拆农房安全整治、农转非安置片
区国有土地覆绿整治、农村道路交通
安全整治、部分老旧小区物业街区制
管理等，涉及22个小项。目前回兴街
道已拿出整改措施 51条，投入资金
430万元，全部整改完毕。

回兴街道党工委书记冯梁表示，
除了确定民生实事项目时需要倾听
民意外，更需要在盘点和评价时让最
有发言权的民意来做主，这也是拟定
下一步民生实事项目的基础和前
提。今后，“政府办事、群众评议”的
形式将成为回兴街道办理民生实事
的常态。

民生实事办得咋样 亮出来接受公众评议

渝北区回兴街道举办民生实事报账会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李宁

“今年，红岩联线走进上海、
四川、陕西、重庆等地的16个单
位开展‘让烈士回家’活动，把
310位红岩英烈的事迹和精神
送回了烈士曾经生活、学习、战斗
过的地方。”11月27日，“11·27”
烈士殉难 70 周年纪念活动现
场，红岩联线负责人在宣读祭文
时说。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4月2日
起开展的“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
活动（以下简称系列活动），由市
委宣传部、红岩联线等主办，意在
让烈士精神“送到家、驻下来、传
下去”，让他们的英雄事迹在各地
深入传播，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
和报国之志。

记者在活动开展期间感受
到，系列活动所到之地，都掀起了
一股红色基因传承学习热潮。无
论是高校师生还是当地观众，都
表示要在自己奋斗的轨迹上建功
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华梦贡献智慧和汗水。

系列活动形式多样，包含红
岩英烈史料资料交接、红岩英烈
故事会、红岩英烈事迹展览、《红
岩魂》话剧等。

未来是属于青年的，系列活

动走进了多所高校，让红岩精神
以更加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14级学生吴松阳是重庆人，
4 月2日，他在聆听红岩英烈故
事会后说：“七十年风雨兼程，中
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样伟大的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用智慧和勇气奋斗出来的，
他们身上也体现了烈士精神的传
承。”“无数仁人志士的牺牲才换
来今日之中国，这盛世让我们为
之振奋。”10月9日，重庆大学电
气工程学院学生袁丹夫在观看红
岩英烈故事会后感叹道。

9月4日至11月27日，结合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和“讲红色故事、讲革命
精神”主题活动，系列活动暨红
岩精神区县行活动走进北碚、梁
平、万州、云阳、开州等区县和重
庆大学等高校，让红岩英烈的精
神在巴渝大地广为传播。系列
活动还得到了众多英烈亲属支
持、参与。

红岩联线负责人说，红岩联
线既“请进来”，又“走出去”，发挥
了红岩精神在新时代加强党的建
设中的“红色钙片”作用，让广大
党员干部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担当
使命，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
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

激励更多人当好红色基因传承人

“让烈士回家”活动
激起红色精神学习热潮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11月 27日，重庆市话剧院大型
原创保留剧目《幸存者》在抗建堂
上演。

据了解，《幸存者》讲述了女
主角何芬几十年来不断追寻恋
人穆之光在重庆“11·27”大屠杀
中死去真相的故事。该剧荣获
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五个
一工程”奖、曹禺剧本奖、重庆市

“五个一工程”奖等大奖，在全
国、全市的多轮演出中引发强烈
反响。

渣滓洞院墙幽暗，气氛凝
重，忽然枪声大作，狱中英雄振
臂高呼，在光明来临之前，倒在

血泊之中……27日下午的抗建
堂内，《幸存者》在紧张情绪中把
观众带回那个特殊年代。该剧悬
念迭起，红色历史、革命记忆和
浪漫气息融合在一起，塑造了一
个诗人般的烈士形象，让观众为
之动容。

“在重庆‘11·27’烈士殉难
70周年之际，演出《幸存者》，就
是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了解那段
历史。”重庆市话剧院院长张剑表
示，重庆市话剧院将对《幸存者》
的舞美和表演进行持续升级，提
高《幸存者》的整体质量，进而让
更多观众能通过这部话剧了解那
段不容被遗忘的历史。

重庆市话剧院
原创话剧《幸存者》抗建堂上演

本 报 讯 ( 记 者 汤 艳 娟
实习生 吴志杰)11月27日，渝
中区举行纪念“11·27”烈士殉难
70周年红岩诗文朗诵会，十余
家表演单位用多人诵读、配乐诵
读、情景诵读等精彩节目缅怀革
命先烈，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的革命传统
教育。

此次红岩诗文朗诵会包括
“坚定信仰”“家国情怀”“无限忠
诚”三个篇章，展现了红岩英烈为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折不挠、宁
死不屈的“红岩精神”，旨在教育
党员干部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积
极投身渝中“二次创业”，更好地
推进渝中区高质量发展。

《黑牢诗篇节选》《给竹安弟
的信》《花》《信念的旗帜》……诵
读会通过多人诵读、配乐诵读、情
景诵读等方式，重温了蔡梦慰、江
竹筠、何敬平等革命先烈的英勇

事迹，表演单位还穿插了红色歌
舞等表演节目。

“卖报啦！卖报啦！”渝中区
大溪沟街道表演的情景诵读《把
牢底坐穿》格外引人入胜，演员
们不仅演活了1948年的重庆生
活场景，还将革命烈士何敬平对
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展现得淋漓尽致。渝中区市场
监管局表演多人诵读《你等待着
我吧》时，那一句“假如你爱我爱
得很深，你等待着我吧！让我清
算了敌人，我再回家”，让观众为
之动容。

活动结束后，渝中区两路口
街道中山二路社区书记程燕感慨
地说道：“这场红岩诗文朗诵会，
深深震撼了我。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居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切
实解决居民群众急需急盼问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渝中区举行
纪念“11·27”红岩诗文诵读会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李宁

11月26日上午，笼罩在细雨中的
红岩村格外幽静。在通往饶国模故居
的小路上，88岁的老党员阎国富在老伴
的搀扶下边走边说：“过惯了好日子，不
能忘了苦日子，党员永远都不能丢了革
命斗志。”

阎国富夫妇家住沙坪坝区桥南社
区，当天8点，该社区50余名党员集结
出发，来到红岩村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

记者当天走访红岩联线下辖的红
岩村、白公馆、红岩魂陈列馆时发现，和
该社区一样，景区中有很多前来开展主
题教育的团体游客。

重庆拥有弥足珍贵的“红色富
矿”。今年，重庆通过开展各类红色基
因传承活动，让这些“富矿”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服务，进一步激
发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的爱国之情和
报国之志。

当天，是重庆“11·27”烈士殉难70
周年纪念日，红岩英烈的革命精神，正
被无数人传承和发扬。

为主题教育搭建学习平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展览
对我触动很深，我辈要以奋斗的心燃烧
最热烈的青春。”11月26日，记者在红
岩村的红岩革命纪念馆，看到重庆大学
学生杨俊杰写下的留言。

让这位大学生有所感触的展览，于
今年7月25日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歌
乐山红岩魂广场同时开展，展览全面系

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走过
的98年光辉历程。红岩联线相关负责
人说，举办此次展览旨在为全党开展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搭建学
习平台。

记者了解到，红岩联线还为前来开
展主题教育的党员干部推出“十个一”
系列活动和9个现场教学课程，同时助
推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截至10月
底，红岩联线今年共接待观众1106万
人次。自今年6月主题教育开展至今，
共接待主题教育班次160余个，学员近
10000人。

此外，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礼赞
新中国·讴歌新时代”重庆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精品巡展、“让烈士回家”系列
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区县行、“讲红色
故事、讲革命精神”（以下简称“两讲”）
等活动，也为广泛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创造了便利条件。

以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品
巡展为例，我市208家各级各类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从7月起在全市开展了重
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品巡展。数据
显示，巡展活动走进全市2300余家基层
单位，累计吸引470余万人次参观。

品味红色文化大餐成风尚

雨中的歌乐山云雾缭绕，空气湿
冷。但当记者走进白公馆和红岩魂陈列
馆景区时，却看到了观众如潮的场景。

“单位不久前组织我们党员干部，
去杨尚昆故里景区、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11月26日下午，重庆望江医院总务科

科长刘银昭和另外14名同事在白公馆
参观时说，通过主题教育，他认识到党员
干部应该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和革命精
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

重庆一餐饮公司的6名党员来到红
岩魂陈列馆参观。该公司运营副总戴莉
说，她已经在红岩魂陈列馆、白公馆等红
色景点参观多次，但每次的感触都不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生活在这
么幸福的时代，不能忘记英烈们为新中
国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光辉事迹。”

很多党员干部自发来到红色景区
参观，重温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在巴渝
大地上留下的光辉战斗足迹。还有不
少人通过媒体、现场观展等方式感悟革
命精神。

“许多观众听了讲解对我说，希望这
样的巡展多举办一些，让人们在家门口
就能吸收红色文化养分。”11月26日，潼
南区杨尚昆故里管理处讲解员张杨说。

张杨已在杨尚昆故里管理处做了6
年讲解员。今年8月，由该管理处等承
办的“杨闇公、杨尚昆生平业绩展”曾赴
荣昌区巡展，张杨5天讲解了20余场，
让当地党员干部在家门口感受到红色
文化的魅力。

11月13日，本报刊登了题为《杨闇
公：民主生活会留佳话》的“两讲”报
道。张杨认为，巡展、“两讲”等活动，将
线下和线上方式相结合，让红色资源的
价值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彰显。

其实，我市不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早已有巡展的传统。聂荣臻元帅陈列
馆宣教科科长唐廷川介绍，自2009年9
月起，聂帅精神巡展巡讲活动已在北

京、河北、甘肃、重庆举行2300余场，
1030余万人次党员干部、部队官兵、青
年学生、群众聆听了聂帅精神报告会，
深受教育和鼓舞。

创新红色故事讲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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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岩英烈故事以耳目一新的姿态呈现
在荧屏上。

“看了这个节目，我被红岩英烈的
英雄气概深深感动。”西南政法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研一学生武江民说，红色故
事、革命精神的传播需要创新，“《故事
里的中国》就给人亲切之感，通过电视
这一媒介，更多人感受到经典背后的时
代精神。”

记者了解到，我市一些红色景区和
主管部门也在积极探索，创新红色故事
的讲述方式和表达途径，让其更加深入
人心。

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副馆长张茹
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热爱红
色文化传播这一事业，并让“红色文化
进课堂”活动走进更多中小学。她介
绍，该馆现有近60名“小小志愿者”，馆
方计划打造一个展现城口红色文化的
情景剧，让孩子们参与其中，让厚重的
红色历史文化变得更加鲜活。

江津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接
下来，江津将发挥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
集体的优势，组织全区297名乡土宣讲
员，深入挖掘当地的红色资源，讲好红
色故事。

红岩联线相关负责人说，红岩联线
主动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服好务、搭好台，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
干部“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的干事创业精气神。

深挖“红色富矿”讲好红色故事
——重庆丰富主题教育形式传承革命精神

周从化（1895-1949）烈士外孙女胡
薇薇：外公，今年是您的女儿周述美从西
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毕业 60 周
年，也是您牺牲70周年，您的9位后辈从
成都赶来祭拜您。您曾经写下“失败膏
黄土，成功济苍生”这句豪迈的诗词，今
天我想告诉您的是，您们为之奋斗的愿
望实现了！就拿交通来说，母亲上大学
时乘坐成渝铁路往返成渝两地，车速缓
慢；而如今，我们乘坐高铁，用了一个半
小时，就从成都来到重庆。您没看到的，
我们帮您看到了。

陈仲书（1912-1949）烈士之子陈述
千：父亲，您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人

民没有忘记您。现在，全党正在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我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继承您的革命遗志，让红色
基因和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蓝蒂裕（1916-1949）烈士之子蓝耕
荒：“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
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
林！”父亲，您写下的这首诗是您留给我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岩英烈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从容不迫、大义凛然，用生命
与鲜血诠释了红岩精神，这种精神值得
世代传承和弘扬。传承红色基因的重任
在肩，我不敢也不会忘记您的嘱托。

何敬平（1918-1949）烈士养女、侄女

何显英：父亲，今年是您牺牲70周年，也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今天的中国，国家富
强，人民安居乐业，再也不用饱受战争之
苦了。如果您还活着，看到这一切该多么
欣慰。今天的中国，如您所愿。我要教育
好下一代，让他们热爱祖国，永远跟党走。

王屏（1919-1949）烈士外孙女王浩
宇：当年，您变卖家产，支持革命。即便
遭受严刑拷打，您也坚贞不屈。您用生
命捍卫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外公，对
我们而言，您就像一座灯塔，照耀我们前
行。我已经有28年党龄了。作为一名新
时代的共产党员，要为民族复兴、人民幸
福贡献更大的力量。

部分亲属说给红岩英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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