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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论坛

□张燕

近日，本报报道了78岁老党员向永召
一家人为国奉献的感人事迹。

每当向永召老人回首往事，二弟从军
牺牲、三弟修路遇难，总是令他心中汲满
苦汁。可这些事，如果说给年迈的母亲
听，她又如何能承受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
击？于是，长期以来，向永召都怀着悲伤
与自责，私藏起二弟遗物，隐瞒了三弟噩
耗，和父亲守住这些秘密，直到母亲去世。

这是向永召朴素的情感，本不需要太
多宏大叙事。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在今
天，从这些情感上可以提炼出的时代价
值，又是极其珍贵的。都说大德至朴，对
个人来说，这份情感是亲情和孝道；对国
家来说，这份情感是奉献与忠诚。向永召
一家尘封多年的往事，诠释着真诚质朴的
爱国方式。

最有深度是故事，故事最深是真
诚。向家的故事有些悲伤，但更多的却
是让人感动，给人激励。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生长在像向
家这样普通家庭的血脉深处。打开向家
的历史，国家的信仰和人民的力量，就
是这样紧密联结在一起。正如向家父亲
直到去世，也没有因为两个儿子的死，
有过一句怨言，只是反复地说“有国才
有家”。这句对“国”“家”关系的最质朴
认知，就诠释着爱国的深度。

由己而家，由家而国。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家，无数“小家”组成的“大家”，
就是我们的“祖国”。一个人最朴素的家

国情怀，最终也都需要体现在“担当”二字
身上。向家兄弟以血肉之躯为信仰作注
脚，成为宏大历史的细节，呈现给我们最
朴素、最生动、最鲜活的爱国主义。

爱国不一定非要慷慨激昂，不一定非
要舍生忘死。圆梦途中、前进路上，更需
要不计得失、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的普通
人，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每个人在平凡
的工作中“站好了每一班岗”，涓涓细流汇
大海，我们的事业就能蒸蒸日上。

朴素的情感，正是爱国的本真面貌和
归宿，是通向力量的正确途径。朴素的力
量，往往比强烈的表达更能感染人，比炽
热的话语更能打动人，比曲折的故事更能
深入人。这就是向家故事的深度与力量。

用朴素的方式诠释爱国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 月 5
日，在首届长江三峡旅游一体化（巫山）
宣传营销大会上，巫山县旅发集团与江
泰保险经纪公司重庆分公司签订协议，
巫山神女峰投保1亿元人民币。这是
全球首例陆地旅游资源保险案例、全国
首例旅游资源保险案例。

神女峰位于巫山县城东约15公里
处的长江三峡巫峡大江北岸，为巫山十
二峰之最。因其突兀于青峰云霞之中，
宛若一个亭亭玉立、美丽动人的少女，
故名神女峰。

为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长江三峡
这一著名的、不可再生的自然生态旅

游资源，在市文化旅游委推动下，巫山
县旅发集团与江泰保险经纪公司重庆
分公司经实地风险勘查，全球寻找保
险承保公司、比对承保方案等，并于首
届长江三峡旅游一体化（巫山）旅游宣
传营销大会上正式签订《神女峰投保
保险协定》，为神女峰投保1亿元人民
币。

据介绍，这份“天价”保单不仅是全
国首例旅游资源保险案例，也是全球首
例陆地旅游资源保险案例。这对保护
巫峡十二峰景观完整性、增强神女景区
观赏游憩价值和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等
起到重要作用。

巫山神女峰有了亿元保险
为全国首例旅游资源保险案例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 月 5
日，首届长江三峡旅游一体化（巫山）
宣传营销大会在巫山举行，万州、忠
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区县签订
合作协议，将建立区域旅游一体化宣
传营销合作机制，打好“三峡”牌、发挥

“三个作用”，全面提升“大三峡”旅游
品牌形象，扩大“大三峡”国际影响力
和美誉度。

长江三峡拥有世界级旅游资源
和深厚历史人文底蕴，是改革开放后
我国最早推向世界的黄金旅游线。
近年来，围绕打好“三峡”牌的决策部
署，我市将三峡旅游作为全市旅游业
发展升级版的重头戏，全力推进了“大
三峡”旅游一体化发展。突出规划引
领，强化项目推动。今年前三季度，重
庆三峡库区共接待游客7500多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720 多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5.4%、37.9%，增速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三峡旅游驶入发展快
车道。

市文化旅游委、巫山县政府联合举
办了首届长江三峡旅游一体化（巫山）
宣传营销大会。会上，万州、忠县、云

阳、奉节、巫山、巫溪等地人民政府本着
“资源共享、产品联合、市场共拓、合作
共赢”的原则，签订了《2020年度长江
三峡区域旅游一体化旅游宣传营销合
作协议》。

根据协议，各方共同发起成立长江
三峡区域旅游一体化宣传营销合作联
盟，开展长江三峡区域旅游一体化旅游
宣传营销作。联盟实行轮值主席制度，
由联盟成员单位轮流担任轮值主席单
位。并共同编制年度宣传营销方案、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等。具体内容涵盖：共
同开展对外宣传推广活动，包括共同编
制并推广长江三峡区域旅游一体化精
品线路、共同编制长江三峡区域旅游一
体化形象宣传片、共同赴重点客源市场
开展长江三峡区域旅游一体化精品路
线推介会等。

大会宣读了《长江三峡旅游一体化
旅游宣传营销合作宣言》：凝聚传播共
识，打造“大三峡”旅游品牌。

会上，万州、开州、梁平、垫江、忠
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等区县
还向参会的旅行商、企业等作了精品旅
游线路以及产品推介。

□本报记者 龙丹梅

12月5日，本报以《烈士留下的白布包
袱为何被哥哥藏了半个世纪》为题，报道了
巫溪县凤凰镇双玉村78岁村民向永召老
人保存烈士弟弟遗物半个世纪的故事。

50年来，长眠在广元的向永高烈士墓
现状如何？有无战友前来祭奠、扫墓？
12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赴广元烈士陵园
进行实地探访。

烈士长眠广元50年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12月5日，当重庆日报记者走进位于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漫天岭路1号的广
元市烈士陵园，一幅醒目的红色标语映入
眼帘。

这里长眠着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和新中国成立后牺牲的四川、山西、甘肃
等省市58位烈士，向永高烈士就是其中
一位。

沿着烈士陵园的台阶拾级而上，一座
座烈士墓掩映在苍松翠柏间。微风吹过，
松柏叶子沙沙作响，仿佛奏响了风云激荡
的历史回音。

向永高烈士的陵墓就在其中，碑身笔
直，陵墓方正。

墓碑上简短介绍了向永高烈士的生
平：向永高，男，重庆市巫溪县凤凰公社
人，1969年3月应征入伍，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7811部队75分队服役，1969年9月
21日因炮弹爆炸牺牲。

广元市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史进军
介绍，向永高烈士原本安葬在广元市西山
烈士陵园，由于西山烈士陵园在“5·12”汶
川特大地震中受损，因此被纳入广元市灾
后重建异地迁建项目。2015年 9月 18
日，广元市烈士陵园建成后，向永高烈士
等58名烈士陵墓搬迁到此。

曾为烈士寻过亲人

史进军告诉重庆日报记者，58位长眠

陵园的烈士中，有40位没联系上亲属。
2015年，在广元烈士陵园搬迁前，陵园曾
经为这些烈士寻找过亲人，可惜没有结
果。今年，在与公益组织联合发起“烈士
寻亲”活动后，第一个寻到亲人的就是向
永高烈士。

史进军介绍，尽管不少没有寻到亲属
的烈士没有亲属来祭奠，但每逢清明、春
节以及全国烈士纪念日等节点，陵园都会
组织对烈士的祭奠活动。此外，平时广元
市各单位、各机关团体以及学生团队也经
常来祭奠烈士，在每一位烈士灵前献上鲜

花寄托哀思。
12月5日，记者在广元市烈士陵园里

看到，65岁的陵园工作人员伍鸣凤和妻子
田秀富一起，细细地擦拭烈士墓碑，一根
根拔去陵墓前的杂草。

“每天都要清扫，用湿布、干布分
别擦一遍，一点浮尘都不能沾上。”伍
鸣凤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他是一名退
伍军人，他眼里的烈士陵墓承载着有
温度的先烈故事，并不是孤独冰冷的
石碑。

两名同时牺牲的烈士也在此长眠

在寻找到向永高烈士家人后，广元市
烈士陵园通过多种渠道寻找烈士的战友，
还原烈士的牺牲过程。

通过战友的讲述和资料记载，生前曾
为炮兵的向永高烈士是在一次部队排爆
时，因炮弹爆炸而牺牲，当时和他一同牺
牲的还有两名烈士，同样安葬在广元市烈
士陵园。他们分别是来自四川省叙永县
观兴公社的曾光银烈士和四川省安利溪
公社的温禄勤烈士，两名烈士至今也没能
寻到亲人。

史进军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下一步，
他们将探访向永高烈士亲人、战友，收
集、整理、核实烈士相关资料，将烈士事
迹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将烈士精神
传承和发扬。因为，一个民族，不但需
要甘洒热血的英烈；更需要不忘他们的
后人！

重庆日报记者探访四川省广元市烈士陵园

向永高烈士因炮弹爆炸牺牲 长眠广元已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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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12
月5日，“向郭明义学习·做新时
代雷锋”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在九
龙坡区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开
展。“当代雷锋”、中国志愿服务联
合会副会长郭明义来到群众们中
间，为“郭明义爱心团队九龙坡区
华岩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分队”授旗。

活动中，郭明义参观了全市

首个以志愿服务为主题的公
园——华岩志愿服务主题公园，
并向社区居民宣讲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郭明义表示，党员
志愿者要时时刻刻谨记雷锋精
神，争当活雷锋，对群众起到示范
和引领的带头作用。只有党员和
志愿者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
才能让群众对国家更有信心，为
重庆更加美好做出应有的贡献。

九龙坡区新添一支“郭明义爱心团队”

□本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苏畅

12月5日是第34个国际志
愿者日，两年一届、我市礼遇志愿
者规格最高的活动——第二届重
庆市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颁
奖典礼暨五星级志愿者授星仪式
在繁华热闹的观音桥商圈举行，
来到现场的志愿者成为最闪亮的
明星。

“五星级志愿者”深入
社区、乡村推广全民阅读

2013年4月，为了推动亲子
阅读，巴南区65名优秀班主任成
立了班主任志愿者服务队，深入
社区、乡村推广全民阅读。颁奖
典礼上，项目发起人周小均获评

“五星级志愿者”。
周小均介绍，他们的志愿服

务项目立足三个内容：亲子阅读
进社区，指导家长和孩子共读好
书，点亮家庭的希望之灯；国学讲
座助家长，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
家风建设，提升家庭人文素养和
文化内涵，点亮人生之灯；通过

“行走书香重庆”等研学体验活
动，让阅读文化流动和流行起来，
点亮文化之灯。

“我坚信，通过志愿服务，能
让每个家庭都泛起星光点点，有
了这些星光点点，一定会让整个
社会群星璀璨。”

记者了解到，我市的“五星级
志愿者”是志愿服务记录累计时
间达1500小时的志愿者，也是星
级认定标识最高的志愿者。今
年，全市认定“五星级志愿者”76
位。当10名“五星级志愿者”走
上舞台，掌声经久不息，在场观众
举起手机、相机，记录下这些“志
愿者楷模”的面孔。

理顺志愿服务，群众
高兴、社区省心

在重庆的许多社区都活跃着
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热爱社区、
乐于奉献，是社区干部的“好帮
手”，是居民心中的“热心肠”，他
们自己也觉得“有盐有味”。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堰兴社
区获评“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对
于社区的志愿服务，堰兴社区党

委书记彭小鳗如数家珍：“堰兴剪
纸”非遗传承志愿服务队，已培育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4人，形成专
业化剪纸志愿服务队伍300人；
文学志愿者创办了全市第一张居
民自办的《社区生活报》，连续刊
发15年；社区志愿者与专业社工
合作，开展助浴、助洁、助急、助
餐、助游等服务。

彭小鳗告诉记者，堰兴社区
目前的注册志愿者有1128人，已
占常住人口的22.04%。下一步，
他们打算深化“非遗工坊”主题志
愿服务，发动剪纸志愿者对残疾
人、青少年开展传承性培训。同
时，打造“时间银行”，激励更多辖
区群众参与到志愿者队伍中。“志
愿服务理顺了、做实了，群众高
兴、社区省心。”

“当代雷锋”郭明义重
遇帮助9年的黔江男孩

“当代雷锋”郭明义出现在“志
愿精神礼赞”现场时，活动掀起了
新的高潮。让人惊喜、好奇的是
大屏幕上的照片：这是一张9年
前，郭明义和一个小男孩的合影，
嘉陵江边，两个人都笑得很灿烂。

“记得这男孩是谁吗？”主持
人问他时，郭明义不断挠头，他帮
助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小孩，一时
间想不起小孩的名字。

主持人告诉他，小男孩叫张
猛。郭明义一拍脑袋，一下就想
起张猛的事来。原来，9年前，郭
明义在报纸上看到张猛的报道，
这个来自黔江区水田乡的6岁男
孩，刚上小学一年级，却不幸遭遇
家庭变故，父亲外出打工时遭受
重伤、半身瘫痪，母亲再也没有回
家。当时，他来重庆参加一次活
动，见到了这个孩子，并从那个时
候开始帮助他，但9年里未见过
面。15岁的少年飞奔上舞台，郭
明义迎上前去，两个人紧紧拥抱
在一起。郭明义激动得连声问：
你现在怎么样？父亲怎么样？母
亲回来了吗？

腼腆的张猛回答说：“我还
好，父亲好一些了，我上高中了。”

主持人提议张猛和郭伯伯再
一次拥抱，个头窜得比郭明义还
高的张猛，把郭明义抱着转起了
圈，惹得在场观众泪中带笑。

他们是“志愿精神礼赞”中的明星
第二届重庆市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颁奖

典礼暨五星级志愿者授星仪式侧记

本报讯 （记者 李珩）疫苗
是民生大事，12月4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其
与市药监局起草的《关于加强疫
苗流通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现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按照《通知》要求，所有
疫苗要在2℃-8℃温度条件内运
输，以确保疫苗质量。

在《通知》规定，各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和接种单位要严格执
行疫苗储运和使用相关要求，冰
箱冷藏室温度控制在2℃-8℃，
冷冻室温度控制在-20℃以下，
所有疫苗在2℃-8℃温度条件内
运输。温度记录保存至疫苗有效
期满后不少于5年备查。

温度异常疫苗怎么办？按照
《通知》，疫苗储运单位对短暂温
度异常的疫苗，可根据疫苗评估
原则作出评价，决定疫苗能否继
续使用，评估原则由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另行
制定并发布。

对于疫苗储运时，疫苗储运
温度异常超过正常疫苗储运温度
要求差值较大、累计时间较长、甚

至外观形态发生改变等情况，应
当由疫苗生产企业评估其质量及
潜在影响。各接种单位在收到疫
苗生产企业正式评估报告后，如确
认对疫苗质量没有影响，可继续
使用；如对疫苗质量产生影响的，
不得使用，且按报废疫苗处理。

对过期报废疫苗，各区县疾控
机构要定期统一登记回收本辖区
内接种点过期报废疫苗，并向当地
市场监管局报告过期疫苗的品种、
批号、数量、生产企业等信息，同时
抄送当地卫生健康委。当地市场
监管局收到报告后，应对拟销毁的
过期报废疫苗的品种、批号、数量、
生产企业等信息进行登记、核查。
当地市场监管局核查无误后，通知
区县疾控机构，再由区县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联系环保部门资格认定
的公司，在当地卫生健康委、市场
监管局的共同监督下集中销毁。

疾控机构、接种单位应如实记
录报废回收情况，并保存5年以上。

《通知》全文可在市卫生健康
委官网查看，市民若有建议可以
发 邮 箱 cqswjwjkc@163.com,
联系电话67706572。

疾控机构、接种单位应如实记录
报废回收情况并保存 5 年以上
《关于加强疫苗流通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首届长江三峡旅游一体化（巫山）宣传营销大会召开

重庆六区县抱团打造“大三峡”品牌

宣传营销大会上6区县达成共识——共同打造“大三峡”旅游品牌。图为巫山赏红叶
正当其时。 （巫山县政府供图）

《烈士留下的白布包袱为何被哥哥藏了半个世纪》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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