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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胡莉雯

半年前，万州区牌楼街道牌楼社
区的中观园小区是典型的“三无”老旧
小区：无大修基金、无物业管理、无管
理组织。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现在这里划分了停车场、栽植了绿
化树、安装了运动器材，一栋栋楼前加
装了电梯。

曾经的“大杂院”，变成了智能小
区！

“‘楼栋工作日’改变了这里。”
牌楼街道办事处主任王长万称，去年
5月以来，万州区设置“楼栋工作日”，
让各级干部到楼栋现场倾听群众诉
求，将搜集起来的事项按“四事四办”
模式，分门别类逐一解决。最终让楼
栋靓了、社区和谐了、居民开心了。

设立“楼栋工作日”倾听
群众声音

中观园小区2003年建成，一度问
题成堆。由于没有监控，这里多次被
小偷“光顾”，曾经一晚上6户人家被
偷。

万州区有11个街道，类似问题成
堆的小区不在少数。这些问题，有的
是居民的个人诉求，有的是小区楼栋
的管理问题，很多问题街道社区解决
不了，需要多个部门联合办公才能解
决。

“这些问题不解决，既影响居民生
活品质，又影响社区和谐。”万州区相
关负责人称，去年年初，万州区研究制
定《万州区“楼栋工作日”方案》，从5
月起，包片区级领导牵头相关区级部
门、单位到社区楼栋，将社区治理“议
一议”、将群众需求“摸一摸”，将难题

“解一解”，“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收
集、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问题。”

“楼栋工作日”基层社会治理机
制，由5名区级领导分片包干2至3个
街道，统筹指导督促相关区级部门、
11个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社区干部、
楼栋长，凝聚并发动法官、检察官、民

警、法律服务工作者、医生等专业力
量，以及辖区“两代表一委员”、群团和
社团组织、高校师生等，共同下沉楼栋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四事四办”模式化解
忧心事

“‘楼栋工作日’并非区领导来才
开展工作。”万州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平时，各街道党工委负责辖区“楼
栋工作日”日常工作开展，统筹组织社
区干部、楼栋长、专业力量、志愿者等
力量进社区、进楼栋、进居民户，倾听
群众诉求、掌握社情民意、宣传政策法
规、化解矛盾纠纷、解答群众咨询、解
决相关问题。到了每月最后一周确定
一天为“楼栋工作日”，邀请包片联系
区领导带领相关区级部门到楼院开展
现场办公，“解决街道、社区、楼栋处理

不了的问题。”
“楼栋工作日”将群众反映的事

情，分为“私事”“小事”“大事”“难事”，
并采取“社区引导居民自办私事、居民
自治主办小事、街道和部门联办大事、
包片联系区领导督办难事”的“四事四
办”模式，分类处理群众的诉求。

牌楼社区主任何小燕说，为小区
安电梯显然是一件难事——作为“三
无”老旧小区，购买电梯的费用谁出？
请谁安装？怎么安装？这不是社区、
街道、一个部门能独立搞定的事情，它
需要包片联系区领导统筹各方面的力
量才能完成。

“后来，这件事纳入包片联系区领
导督办的难事推进解决。”何小燕介
绍，按照推进方案，中观园小区首先完
善了楼栋居民公约、自治章程等5项
自治制度，街道投入50万元，再引导

居民自筹500万元，不仅安装了电梯，
还硬化了停车场、划分了车位、安装了
监控，“小区面貌大变样，居民满意度
也提高了。”

楼栋干净社区和谐居民开心

几个月前，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平
湖上苑小区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周边
的餐馆把后门开到小区里，倾倒废水，
私搭乱建。

“居民与商户之间为此吵得不可
开交。”钟鼓楼街道党工委书记熊道君
介绍，去年6月，万州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刘丹文带着城市管理、规划与
自然资源管理等部门负责人、街道干
部来到平湖上苑，与居民和商户现场
商量出解决方案：封后门、拆违建、控
油烟。

很快，小区变了个样。街道和社
区乘机引导居民自办私事、主办小事，
让小区的道路洁净了、车辆停放规整
了，绿化管护也井井有条，维修施工更
加文明规范。平湖上苑小区一名楼栋
长称，小区大大小小事情不少，能自己
解决的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才在“楼
栋工作日”上反映，“小区有了新气象，
以前因为环境差而搬离的业主又搬回
来了。”

百安坝街道程家社区亿城建材综
合楼小区过去也没有物业和业主委员
会，但随着“楼栋工作日”的深入开展，
居民的自治热情得到激发，很多问题
迎刃而解。

“干部沉下去，民意搜起来、问题
化解掉。”万州区相关负责人透露，该
区开展“楼栋工作日”工作以来，引导
居民自办“私事”1300余件、居民自治
主办“小事”900余件，推动街道和部
门重点联办“大事”351件，包片联系
区级领导督办促办“难事”213件，“楼
栋干净了、社区和谐了、居民开心了。”

干部沉下去 民意搜上来
——万州区“楼栋工作日”推进“四事四办”解民忧

2019年12月14日，万州区牌楼街道中观园小区，加装了观光电梯和划定停
车位的居民小区清爽而整洁。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记者 龙丹梅

“老人家，河边洗衣污染河水，这
里水位又深，万一站不稳就危险啦。”

1月16日，綦江区文龙街道菜坝
社区社区河长林平来到新虹桥边巡河
时，恰逢几名居民下河洗衣，她便如往
常般上前规劝。

“便民洗衣亭几时开放嘛？到时
候，我们就不再到河边洗衣裳了！”居
民们乐呵呵地回答。

大家口中的“便民洗衣亭”是綦江
区为保护綦河水环境和满足居民下河
洗衣需求所实施的便民举措。目前，
该区在綦河两岸修起了两个便民洗衣
亭，春节前便可正式投入使用。

1月16日是一个阴天，綦河河水冰
冷刺骨，但重庆日报记者在綦河新虹桥
两岸仍看到了居民下河洗衣的身影。

“河边好敞亮嘛，衣服摊得开，洗
得也畅快……”在綦河文龙街道新虹
桥下的亲水平台处，一名身穿红色毛
线衫、脚蹬长筒雨靴的大妈，双脚浸在
冰冷的河水里，用棒槌敲打着成团的
衣物。

林平介绍，她所在的菜坝社区是
个老旧小区，位于綦江城区的綦河边，
社区户籍人口3000多人，但常住人口

达到7000多人，不少人都有下河洗衣
的习惯。每逢天气晴好时，河边的亲
水平台上全是下河洗衣的居民。

“洗衣所用的洗衣粉、洗衣液会对
河水造成污染。这里河道深，洗衣的
又多是老人，一旦失足落水，后果不堪
设想。”林平说，为了阻止居民下河洗
衣她们设置过警示牌，也当面劝说过，
但效果都不理想。居民们还反问：“我
们从小就下河洗衣，为啥现在就不得
行？”

“我们经过调研，发现下河洗衣，
凝结着不少人心中的乡愁，但洗衣的

污水也的确对綦河水质造成了污染。”
綦江区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何
让居民们既能留住乡愁，又不对河水
造成污染呢？经过调研，綦江区决定
在綦河两岸修建便民洗衣亭，让居民

“堂堂正正”地下河洗衣裳。就这样，
去年10月底，新虹桥两岸的便民洗衣
亭正式开工了。

记者在位于文龙街道一侧便民洗
衣亭看到，洗衣亭为钢架结构，既有遮
风挡雨的顶棚，又有供居民歇脚的座
椅，洗衣亭内设有10个宽敞的洗衣
槽，洗衣亭外部则用綦江农民版画来

装饰，对岸的古南街道洗衣亭设有9
个洗衣位。綦江区河长办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两个洗衣亭的水源都是綦
河河水，居民洗衣后的污水都会在经
过处理后，再通过排污管道进入市政
排污管网统一处理。这样，就从源头
上解决了因居民洗衣造成的水污染。
目前两个洗衣亭都已基本完工，正在
进行管道检修等事宜。

“政府修建便民洗衣亭，既尊重了
我们的传统习惯，又保护了綦河河水，
我要为政府点个赞！”菜坝社区居民王
永志伸出了大拇指。

河边建起洗衣亭 护水又便民
——綦江区建便民洗衣亭并将洗衣污水集中处理，既护住了清水又留住了乡愁

设置在古南街道一侧的便民洗衣亭。
（本组图片由记者龙丹梅摄）

尽管天气阴冷，綦河边仍有下河洗
衣的居民。

□本报记者 黄琪奥

1927年4月28日，20名革命志
士被反动军阀秘密杀害于北平（现北
京）的一所监狱内。

“当天就义的志士中，除了中国
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还有他
的秘书——来自重庆江津的谭祖
尧。”1月15日，站在重庆历史名人
馆内的谭祖尧雕像前，江津区委党史
研究室编研科科长钟治德向重庆日
报记者介绍。

江津走出的革命青年

谭祖尧1902年出生在江津白沙
镇。他8岁入私塾，13岁考入白沙
镇高等小学，19岁考入国立北京美
术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西画
系学习。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外受
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军阀官僚主义压
迫，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钟治德表示，谭祖尧到北平后，积极
投身爱国革命活动。和许多进步青
年一样，他意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
拯救中国的真理，于是义无反顾地踏
上革命的道路。

1924年，谭祖尧正式加入中国
共产党，担任李大钊的秘书，负责收
集国内外报刊资料，供李大钊参考使
用。

据史料记载，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谭祖尧很快成为北平学生界的领
袖人物。“当时恰逢《新青年》暂时停
刊，为了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
义，谭祖尧建立了‘新军社’，创办《新
军》杂志，被誉为《新青年》杂志再
现。”钟治德说。

“在创办《新军》之时，谭祖尧还
收获了爱情。”钟治德说，创办《新军》
杂志后，谭祖尧与同为国立北京美术
学校学生的李婉玉相识，出于对民主
自由的共同追求，两个年轻人很快走
到了一起。后来，李婉玉也在谭祖尧
的帮助下，加入中国共青团，担任中
共北方区的地下交通员，成为了谭祖
尧亲密的战友。

两次放弃逃生机会

1927年4月6日，一群军警突然
冲进位于北平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
馆内，把枪口对准了在内隐蔽的李大
钊等人。

“面对军警黑洞洞的枪口，谭祖
尧相当镇定。”钟治德表示，在此之
前，谭祖尧有两次逃脱的机会，但他
都放弃了。

原来，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
生后，谭祖尧在李大钊指示下直接领
导参加北平学生运动，由此受到敌人
注意。张作霖进入北平后，大肆破坏
共产党组织，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
北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
带领谭祖尧，藏进了东交民巷内的苏
联大使馆，通过李婉玉等人和外界保
持着联系，继续领导革命斗争。

“1927年3月底，李婉玉的父亲
从同事口中得知，张作霖即将对苏
联大使馆的革命者下毒手。得知这
一消息后，他立刻让谭祖尧协同李
婉玉一起离开北平去广州暂避，并
为他们安排好一切相关事宜。”钟治
德说，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谭祖尧
毫不犹豫地说:“坚决跟随李先生不

回头。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
绝不离开。”

“几天之后，谭祖尧的江津老乡、
当时在北大读书的龚灿滨也得知了
这一消息，并告知了谭祖尧。”钟治德
说，谭祖尧把情况告诉李大钊，李大
钊听完后，先是询问了消息来源，后
又告诉谭祖尧，自己决定留在大使
馆。

“当时，李大钊认为按照《辛丑条
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
巷外国使馆区，故他对谭祖尧说，不
要太胆小了，况且，我们一走，北平的
党组织就会解体，会让党的工作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内陷于停顿。所以，我
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北平的。”钟治
德说，看到李大钊的态度，谭祖尧也
放弃了离开的机会，与李大钊共同待
在大使馆内，直到被捕。

为了信仰 慷慨就义

据史料记载，谭祖尧等人被捕之
后，反动军阀在次日就组织相关人
员，对他们进行“开庭”审问。

在法庭上，反动军阀的官员们大
声地对谭祖尧等人说：“你们自己的
事情自己明白，在党的站在左边，不
在党的站在右边。不在党的可以立
即释放。”听到他们的话语，谭祖尧与
李大钊等人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左边，
让在场的反动军阀相当尴尬。

“几天之后，不甘心的反动军阀
再次对谭祖尧进行突审。”钟治德说，
面对反动军阀咄咄逼人的质问，谭祖
尧却昂首挺立，进行了一一反驳。

“当时，反动军阀问谭祖尧，共产
主义好不好？谭祖尧就答好；问谭祖
尧看过共产主义的书没有，谭祖尧说
看过；问谭祖尧喜欢什么，谭祖尧说
喜欢共产主义……”钟治德介绍，伴
随着谭祖尧的回答，现场的气氛愈发
尴尬，反动军阀只好草草结束了此次
突审。

“突审不成，反动军阀选择对谭
祖尧等人进行严刑拷打。”钟治德说，
面对敌人的酷刑，谭祖尧依然不为所
动。4月28日，谭祖尧与李大钊等
20位革命志士，在当时的京师第一
监狱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25岁。

“休教年华付白头，横刀跃马逞
风流。春衫绿透增惆怅，不为家愁为
国仇。这是谭祖尧与李婉玉相识之
时，挥笔写下的诗句，而其中的不为
家愁为国仇无疑是谭祖尧一生最好
的写照。”钟治德说，我们当代党员要
学习谭祖尧同志先大家后小家、为大
家舍小家的高尚家国情怀，把自己的
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
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祖国
的发展而不懈奋斗。

谭祖尧：不为家愁为国仇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实习
生 廖雨寒）1月16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南岸区江南新城管委会获悉，该
区将投资4.3亿元建设智谷公园，公
园将以智慧为特色，植入有高度参与
的现代化智能科技互动项目，打造创
新的景观环境。

据悉，智谷公园紧邻南岸区行政
中心A区，占地约627亩，是该区在
城市中心打造的综合性公园。在南
岸区大力发展智能产业的当下，智谷
公园将突出“科技、绿色、智慧”主题，
让市民在公园里体验各种智慧新玩
法。

例如，智谷公园将建设4D星光

跑道，跑道由带有自发光材料的路
面、落水幕墙感应水幕、激光跟踪4D
景墙等组成，夜晚市民在跑道上跑步
锻炼时，景墙上会有激光成像跟随跑
动，通过声乐变换，形成奇幻动步感
受；又如，公园还将合理利用太阳能，
如在座椅里内嵌太阳能板，将太阳能
转化为电能后，有无线充电功能的手
机，放到座椅表面的无线充电板上就
能实现充电，没有这功能的手机，也
能通过USB线充电。此外，公园内
还将植入科技智能化元素，如烟泡
树、人脸识别、星空跑道，雾森系统、
全息投影互动及WiFi功能，使之便
捷、智能地为市民服务。

江南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智谷公园的建设周期为一年半，
预计明年下半年，这座运用了众多
智能技术的公园将建成并向市民开
放。

让市民在公园里体验各种智慧新玩法

南岸将投资4.3亿元
兴建627亩智谷公园

重庆历史名人馆内的谭祖尧
雕像。 （重庆历史名人馆供图）

（上接1版）
“经查，杨宏伟丧失理想信念，背

弃初心使命，毫无党性原则，搞团团
伙伙，拉帮结派，扭曲用人导向，履行
主体责任失职失责……是任职地区
政治生态的最大‘污染源’。”去年10
月，市纪委监委通报了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杨宏伟

“双开”消息。
清除“污染源”只是第一步。杨

宏伟被查后，市纪委监委深刻剖析案
发地区的政治生态问题，指导案发单
位和地区有针对性地开展以案促改
工作。

一体推进“三不”
持续放大标本兼治效果

一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审查调查4242件、4806人，依法留置
24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424人，
涉嫌犯罪移送检察机关273人，追回

“天网”在逃人员16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去年以

来，在市委领导下，市纪委监委打通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内在联系，打
好查处震慑、整改规范、完善制度、堵
塞漏洞、警示教育组合拳，深化拓展

“以案四说”警示教育，系统谋划“以
案改治理、以案改监管、以案改制度、
以案改作风”工作，收到显著成效。
一年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广泛深入开
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全年开展

8445场次，运用典型案例1912件次，
受教育对象47.53万人次。

去年10月，在市纪委监委指导
下，由南岸区、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
局共同参与的南岸区医疗卫生领域

“以案四改”试点工作正式启动。针
对该区某医院骗取医保基金案暴露
的问题，从专项集中整治、优化监管
措施、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作风整治
四个层面开展深度治理。

加上此前陆续在市粮食集团、云
阳县、潼南区开展的试点，我市完成
了在医疗卫生、国有企业、扶贫项目
招投标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等4个重点领域的试点布局。目
前，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在总结“以案四改”试点经验的
基础上在全市推开，推动重点领域监
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实现“三不”
同步推进、同向发力。

震慑常在、以案示警、以案促改，
推动监督执纪问责的政治效果持续
释放：一年来，到我市纪检监察机关
主动投案138人，其中市管干部1人、
区县管干部30人、其他人员107人。

“我认为，主动投案自首是唯一的出
路。”市商务委规划发展处原副处长
蒋晓兵在接受组织审查时说：“一定
要遵守党纪国法，对党纪国法心存敬
畏，时刻做到警钟长鸣。”

践行“两个维护”
重庆纪检监察工作政治效果不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