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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渝铁路在合川开工建设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2003年2月25日 中国西部第一条快捷铁路通道——遂渝铁路在合川举行开
工典礼，正式开工建设。遂渝铁路西起四川省遂宁市，经重庆市潼南、合川、北碚，至
沙坪坝区接渝怀线井口站引入重庆枢纽，全长约155公里，设计速度为200公里/小时，
是西部地区当时设计速度最快的铁路。2005年4月23日全线贯通。2006年1月15日
试运营，开通货运列车。2006年5月1日正式开通客运列车。该铁路与遂成铁路共同
构成成遂渝高速铁路，成为成都至重庆的便捷铁路通道，对进一步增强重庆
和成都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促进成渝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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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时论

□饶思锐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曾鲜
明地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加
快发展乡村产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和工作
重点，也是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更是农民致
富增收的长远保障。

脱贫攻坚工作能够取得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是乡村产业的发展。扶贫产业遍地开花，不仅让村民
们能够就近就业，也有效带动了农副产品的加工、销售，
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收入。可以说，乡村产业就是乡
村里的“聚宝盆”“蓄才池”，正是有了火热的产业，让村民
就地致富，乡村才能留住人，特别是留住年轻人和各类人
才。也只有依靠产业振兴留住了人，实现人才振兴，才能
助推乡村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继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乡村振兴。

乡村产业振兴，要突出重点，稳住农业基本盘。重庆
人口多、山地多、耕地少，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保障能力，守住农业基本盘；同时，大力发展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打好种业翻身仗，通过强化现代农业
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全要素
生产率，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确保第一产
业增加值逐年递增。

乡村产业振兴，要找准方向，突出重庆山地特色。乡
村产业不能无序发展，也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必须要立足
市场需求、自身条件、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以
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取胜。近年来，重庆立足市情特点，
突出山地特色，培育发展十大产业集群，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综合产值达到4500亿元。与此同时，重庆大力推
进农业品种、品质、品牌建设，着力推动农业“接二连三”，
培育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加快发展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
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20个重点现代农业产业园区、20
个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巴味渝珍”品
牌授权农产品达到549个……找准了产业特色，乡村产
业才能做大做强。

乡村产业振兴，要明确导向，促进农民生活富裕。当
下，构建乡村产业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必须要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乡村产业振兴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把乡村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
增收上来，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推动农民生活
富裕，最终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
富足的美好愿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中央一号文件大家谈

□本报记者 陈国栋

根据党章党规，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市
委工作安排，全市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
正在进行。这是城乡基层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也是村（社区）党组织任期由3年改
为5年的首次换届。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就
有关问题采访了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

问：全市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进展
如何？

答：市委把搞好村（社区）“两委”换届作
为强基固本的重要任务、作为确保“十四五”
规划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高度
重视、加强领导、扎实推动。2020年12月全
市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会议召开以来，
各地各有关单位迅速行动、狠抓落实，基层
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换届工作进
展顺利。目前，全市大多数村（社区）已完成
党组织委员会初步人选党员推荐、群众推
荐，其中部分村（社区）已召开党员大会完成
党组织换届选举。全市村（社区）党组织换
届选举将于3月底前基本完成。

总的看，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有3
个特点：一是突出党的领导。把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换届全过程，市县
乡三级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
各村（社区）建立工作专班，确保了换届工作
有人抓有人管。二是突出宣传发动。各地
充分运用传统手段和新兴媒体，抓住党员冬
训等契机，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换届政策
要求，引导党员群众支持参与换届选举，为
村（社区）党组织换届营造了良好氛围。三
是突出严督实导。市级组建10个巡回督查
组，各区县组建了376个换届指导组，镇街
向每个村（社区）派驻工作组，通过多种方式
加强督促指导，帮助基层真正把换届工作做
实做顺做好。

问：这次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对选好干
部、配强班子有什么要求？

答：选优配强村（社区）党组织委员会特
别是带头人，是这次换届的关键任务。要拓
宽选人视野，提高人选质量，好中选优、优中
选强，真正换出新活力新面貌，使村（社区）
党组织委员会结构优、功能强。工作中，应
注重“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高线标准。用什么标准选人、
选什么样的人，关系班子强弱，关系基层发

展。要把政治过硬作为硬杠杠，突出“双好
双强”，选拔思想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行好、
带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公道正派、廉洁自
律，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优秀人员进入村（社
区）党组织委员会。实践证明，书记强则支
部强。要把选好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摆在
突出位置，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选拔真正
领得起头、挑得起重担、带得好队伍、做得好
群众工作的优秀人才，不能满足于一般化、

“过得去”。
二是坚持严把入口。选错一人，贻害一

方。要全面落实村（社区）干部人选资格联
审机制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区县党委组
织部备案管理，筑牢“防火墙”，坚决防止不
符合条件人员进入村（社区）党组织，防止

“带病提名”“带病参选”。同时，区县党委组
织部和乡镇（街道）党（工）委要“下深水”选
人，逐村（社区）分析研判、深入细致考察，切
实把好政治关、廉洁关、能力关。

三是坚持依事择人。要既重品德也重
能力、既重实干也重实绩，围绕乡村全面振
兴选能人，着眼城市品质提升选强人，做到
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坚持干中选、选中干，
注重在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疫情防控、防汛
救灾等重大任务落实中考察识别干部、发现
优秀人才，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
向。

四是坚持优化结构。近年来，各地深入
实施农村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加
快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推动全市村
（社区）干部队伍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但有
的村（社区）“两委”成员仍年龄偏大、学历偏
低，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市提升、加强基
层治理、更好服务群众的新任务新要求不尽
适应。要抓住这次换届契机，下深功夫解决
好这个问题，着力充实一大批年纪轻、干劲
足、能力强、有知识、有文化、有眼界的优秀
干部，力争通过换届实现年龄、学历“一降一
升”。同时，积极稳妥推行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村（居）委会主任“一肩挑”，推行村（社
区）“两委”成员交叉任职，重视选拔优秀退
役军人，重视培养使用女干部。

问：召开村（社区）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
举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要按照党内有关法规要求，严格选
举程序，开好党员大会。具体注意把握4
点：一是做好筹备工作。村（社区）党组织要

在乡镇（街道）党（工）委指导下，增强预见
性、下好先手棋，在会前扎实做好起草工作
报告、准备文件材料、下发大会通知等工
作。二是召开大会选举。严格按照中组部
组织二局编印的《换届工作指导手册》及我
市细化的《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操
作流程》，一步一步规范进行，做到法律法规
不变通、政策执行不走样、程序环节不出错，
确保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公开、结果有效。
三是选举结果报批。选举结束后，新一届村
（社区）党组织委员会要向乡镇（街道）党
（工）委书面报告选举情况，乡镇（街道）党
（工）委应及时批复。四是防范疫情风险。
时刻绷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根弦，毫不松
懈落实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认真开展
参会人员健康筛查、体温检测、个人防护和
会场防疫消杀、通风保洁等工作，确保万无
一失。

问：这次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对正风肃
纪有哪些具体规定？

答：换届纪律直接影响换届风气。市
委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提出了村
（社区）“两委”换届“六不准”纪律要求。按
照市委要求，市纪委机关、市委组织部专门

制发《关于严肃村（社区）“两委”换届纪
律 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细化了

“十二严禁”规定，包括：严禁以赠送礼品、
礼金、消费卡、网上转账、电子红包等财物
和安排吃请等方式进行拉票贿选；严禁通
过打电话、发微信短信、私下拜访等方式搞
非组织活动；严禁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
等手段妨碍他人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严禁以唆使他人避会抵制、张贴大字报、煽
动上访闹事、诽谤中伤他人等不正当手段
扰乱换届秩序；严禁参与或利用家族、宗
族、宗教、黑恶、敌对势力等干扰、破坏换届
选举，或者以抢夺和损坏票箱、伪造虚报选
票、冲击选举会场等破坏、妨碍选举；严禁
收买、胁迫选举工作人员在选举中进行舞
弊；严禁对选举工作中检举、控告违纪违法
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严禁换届后拒
不移交印章、办公场所、办公用具、财务账
册、集体资产、工作档案，等等。

对拉票贿选等违纪违法行为，将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实行零容忍；对执
行换届纪律不严、换届风气不正、监督查处
不力、造成恶劣影响的，将严肃追究有关地
方、单位和领导的责任。

全市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程瑞

2 月 24 日上午 9点，沙坪坝区阳光明
媚。一位背着双肩包、戴着鸭舌帽的男子打
开烈士墓歌乐剧场大门，准备开始一天的排
练。

这名男子叫白双全，是红岩联线管理中
心所属梅园景区的负责人，也是“传承红色基
因 争做时代新人——红岩革命故事展演”
的导演。他说，这堂展演以南方局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事迹和红岩英烈的英雄壮
举诠释红岩精神，自去年9月推出以来，已在
重庆、武汉等地的中学、高校和机关企事业单
位演出66场，让数以万计的青少年观众为之
感动。

一堂讲述革命故事的演出，为何能圈粉
青少年？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展现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清晨暖阳中，近期完成修缮试开放的渣
滓洞景区游人如织。在曾关押过江竹筠等烈
士的女牢一室中，市民宋庭军拉着女儿的小
手说：“这些阿姨都是很了不起的人，是我们
的榜样。”

时光匆匆流逝，但中国人永远对革命英
烈有着缅怀和敬仰之情。白双全说，红岩革
命故事展演之所以催人泪下，是因为英烈们
的事迹和斗争细节感染了观众。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
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
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
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女牢一室的一个展
柜中，展出了江竹筠牺牲前几个月写给照料
儿子的谭竹安的一封“托孤信”（复制件），表
达对孩子的殷切期望，传达出她对儿子的挂
念。

红岩英烈身上的感人细节还有很多。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王朴烈士托人从白公馆监
狱里带出两封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
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咱们的孩子好吗？我
看孩子就取名‘继志’。继承的‘继’，志向的

‘志’。”
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情节都被呈现在

了红岩革命故事展演中。“红岩英烈不仅是铮
铮铁骨的英雄，他们还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
人，他们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也会恐惧，也会
在漫漫长夜思念亲朋。他们之所以能压抑住
心中的恐惧，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是因为他们
有着更崇高的追求，这种人性光辉是足以拨
动青少年心弦的。”白双全说。

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重庆
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对红岩革命故事展演评
价道：“当下演绎英雄人物，要有人性的演绎，
只有这样才能让青少年接受。我欣喜地看
到，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将多个故事串联在一
起，既生动讲述真实的故事，又有现实关照，
感人至深的同时发人深省。”

在表演细节上下足功夫

“没想到，这一别70年了，一别竟成永
别。”“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我将永远怀念
你。”……红岩革命故事展演舞台上，白发苍
苍的李清缓缓走向舞台，伸出颤抖的双手，抚
摸妻子张露萍烈士雕像时感慨道。他眼中噙
满了泪水，台下的观众也泪眼婆娑。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舞台上这位演技
精湛的老者，是由没有接受过专业表演训练
的白双全扮演的。除了担纲导演，他还在展
演中扮演八路军老班长、刘国鋕烈士的哥哥
刘国錤。

一个业余演员如何在一个舞台上胜任多
个角色？“整场展演由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自编、自导、自演，虽然没有学过专业表

演，但大家对红岩革命故事都比较了解，这是
我们的优势。”白双全说，他已在红岩联线工
作近20年，做过多年讲解工作。虽然是业余
演员，但接到表演任务后，他通过查阅史料、
观察身边人的动作和神态，逐步有了表演的
信心。

在展演中饰演江竹筠的人叫余洁，也有
多年讲解经验。从2003年起，她一直在大大
小小的演出中饰演江竹筠。多年的表演经
验，让她在诠释江竹筠临刑前这一幕时表现
出多重情感——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对儿子
的挂念、撕心裂肺的疼痛等。

“我也是做母亲的人，匍匐在地上吟诵

‘托孤信’时，能够感受到她对儿子的不舍和
期望，我便努力将这种情感传递给观众。”余
洁说。

演员们的表现常常获得青少年雷鸣般的
掌声。“江竹筠烈士面对严刑拷打不屈不挠，
让我非常感动。”去年11月29日，重庆外国语
学校初一学生张文豪在展演结束后说，通过
观赏舞台展演感受英烈事迹还是首次，这种
形式非常生动，“英烈们的精神激励我为了梦
想而奋斗。”

让展演走向全国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这堂特色思政课，具
有思想性理论性相融、针对性教育性相融、亲
和力艺术性相融的特点，生动立体地展现了
红岩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不仅感动了青少
年观众，而且将影响他们成长。”红岩联线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红岩革命故事展演正在打造升
级版。

例如，团队在展演的结尾处加上了“狱中
绣红旗”的群戏，让整场展演更加感人，让人
物印象更加深刻。此外，舞美、服装、道具等
也将升级，为观众带来更震撼的视听感受。
这台展演还将持续走进中学、高校、机关、企
业等，根据受众年龄和特征打造不同的“菜
单”，更加贴近观众需求。

这群热爱表演、在红岩精神浸润下成长
的演员，还以多种形式演绎红岩革命故事。
如，3月1日至3月10日，红岩联线管理中心
将在烈士墓歌乐剧场特别推出红岩巾帼专场
展演，展现江竹筠、张露萍和杨汉秀3位女性
英烈的英雄事迹。

业界专家还建议，应推动红岩革命故事
展演从重庆走向全国。重庆各党史、区县、
文博部门可系统梳理重庆红色故事，通过展
演的形式唤醒尘封的历史。还可以将线上
线下传播结合起来，根据展演内容拍摄系列
短视频，提升红岩精神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故事细节丰满，人物有血有肉有灵魂，半年演出66场——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圈粉众多青少年

□刘江

当前，重庆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正
有序进行。通过换届，选准人、用好人，真正
选出党和人民信赖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
就能心齐气顺干劲足，换出基层治理新局
面，换出干事创业新气象。

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基层
干部是这个“地基中的钢筋”。建设现代化
重庆，迫切需要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和组织力。选优配强村（社区）党组织委员
会特别是带头人，是这次换届的关键任务。
既重品德也重能力、既重实干也重实绩，因
地制宜、合理搭配，好中选优、优中选强，才
能把真正领得起头、挑得起重担、带得好队

伍、做得好群众工作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
使用起来，使村（社区）党组织委员会结构明
显优化、功能明显增强。选好干部、配强班
子，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方能更好地为
乡村全面振兴、城市品质提升赋能。

做好此次换届工作，也是对重庆全面从
严治党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确保选出的
干部德配其位、才配其位，就要以铁的纪律
维护清正清爽的换届风气，以零容忍态度正
风肃纪，狠杀歪风邪气，使换届过程成为推
动形成政治生态上“绿水青山”的过程。

党的事业需要一届一届接续努力，需要
一茬一茬人接着干。换届，就要换出团结进
取的好班子，换出实干担当的好风气，换出风
清气正的好生态，就要换出新活力、换出新面
貌。把换届工作做实做顺做好，让每个村（社
区）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积聚起更多
改革发展正能量，重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有了坚实支撑。

让换届换出新活力新面貌

两江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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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董宝森 唐铁富 孙彪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内，两页泛黄的作文纸引
人驻足，这是杨靖宇少年时代所写的《战区灾民生
还时之感想》。

“偶见一老翁，髯须俱白，面似魍魉，身披褐
衾，足跣而行，若呆若迷。从而问之，俯首不答，又
问之，凝目泪下曰：‘吾祖仕官，九世同居，金积堆
山，地连阡陌，以为终身万无冻馁矣。……延及今
日，房屋被焚，地无立锥，族家兄弟苗裔，摧残净
尽，渺渺一躯，落为乞丐，聊以度日。’余闻之后，不
禁戄然生悲。”虽然文物的一些地方已经模糊不
清，但是经过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强敏的辨识
转述，我们依然能够看出，寥寥数百字记述了一位
老人在军阀混战中家乡惨遭蹂躏、沦为乞丐的不
幸遭遇；也深刻诉说着一位少年对家国命运的忧
虑，和发自肺腑的报国情怀。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
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曾只
身与敌周旋数个昼夜，有人劝他投降，但他说，“如
果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面对这篇文章，正在哈尔滨市萧红中学读初
三年级的赵庞博思绪万千，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
东北烈士纪念馆。在他心里，这篇文章是了解那
个战乱年代的窗口。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理解。”赵庞博回忆说，第
一次读的时候，自己掉眼泪了，“当时的中国民不
聊生，文字记述让我更加透彻地明白，旧时代下普
通百姓的流离失所。而今天的我能坐在窗明几净
的教室里求学，享受着幸福平安的生活，这是多么
天差地别的对比。”

刘强敏介绍，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之时，
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困苦。文章揭露了军阀混战
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作者对劳苦
大众的无限同情。

试想，倘若国家太平、百姓安宁，当年那个
刻苦读书的少年定会学业有成，日后以另外一
种方式报效祖国。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杨
靖宇等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
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国，捍卫家乡，换来今天的和
平。

“横31厘米，纵27厘米，重21克。作文用毛
笔书写，字体工整，全文共 480余字……”纪念
馆里，赵庞博和同学们记下了杨靖宇作文的每一
个细节。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牺牲，牺牲时
只有35岁。如今，战火的硝烟已然散尽，杨靖宇
的英雄事迹人民不会忘记，他的精神人民不会
忘记。

（新华社哈尔滨2月24日电）

文心初见英雄气

红 色 百 宝 奋 斗 百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