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翔

“大家现在都脱贫了，今后日子会越过越好。”
3月10日一大早，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开州区
长沙镇齐圣村党委书记熊尚兵，组织村民在智慧
果园除草，说起今后的乡村振兴工作，他感到时间
十分紧迫，“我们还有不少事要做，耽误不得。”

熊尚兵多年在外做生意，有经商头脑，开过饭
店，搞过房地产，当过矿老板。但每次回到老家，
看到村里贫穷落后的面貌，心里总不是滋味。齐
圣村地处开州区长沙镇深山中，曾经全村3500多
名群众中，贫困人口就有1000多名。全村没有一
条像样的公路，村民出行难、饮水难、用电难，还有
部分群众住在危房中。

2003年春节，熊尚兵回到齐圣村竞选村干
部，想带领大家一起脱贫致富。2004年，熊尚兵
当选齐圣村党支部书记（后来调整设置为齐圣村
党委），这一干就是近20年。

村里路不通，熊尚兵就带领大家修路，通过上
级拨款、村民自筹，以及他自己的积蓄和房子抵押
贷款，凑了3800多万元，打通了13公里出山路，油
化村道39.5公里。同时，还修建了9公里人行便
道和生产便道。

村里没产业，熊尚兵就因地制宜发展山地农
业，发动党员干部带头，成立了开州奇圣红心猕猴
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000亩，200多户村
民踊跃入股。为让贫困户也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
利，最大程度发挥扶贫资金效益，齐圣村还将扶贫
资金做股入社、配股到户，让贫困户按股分红，走出
了一条“让财政资金变股金、让贫困人口变股东”的
扶贫路子。近两年，合作社分红100多万元，户均
分红7000多元，齐圣村成功实现整村脱贫。

近几年，熊尚兵又看准了乡村旅游带来的机
遇，带领村民修民宿、搞旅游，筹资3000多万元建
设了奇圣庄园乡村旅游假日酒店，发展特色农家
乐10余家。

经过几年努力，齐圣村乡村旅游火了起来，年
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旅游收入300余万元，还
被国家有关部委命名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

“我们正在修建旅游环山路，今年8月就能建
成。到时候，村里的旅游业肯定还能上一个台
阶。”熊尚兵信心十足地说。

开州区长沙镇齐圣村党委书记熊尚兵：

“今年村里旅游业还能上一个台阶”

□本报记者 苏畅

3月10日，巫溪县红池坝镇渔沙村刚下完一
场小雨，村路还有些湿滑。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村第一书记刘吉振到田间地头了解村民的辣
椒种植情况，鞋面和裤脚早已沾满泥点。

“今年种辣椒可以适当多用点有机肥，一亩辣

椒底肥要用70多斤复合肥。”在脱贫户李九员的
辣椒种植大棚内，刘吉振俯下身子查看辣椒苗时
说。

刘吉振介绍，辣椒是渔沙村主导产业之一，一
亩辣椒可以收入3000元。一棵棵辣椒苗，成了村
民心中的“摇钱树”。

红池坝镇曾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渔沙村坐落在红池坝镇的大山深处，村里大多为
梯田，没有主导产业，过去普遍以种植“三大坨”
（玉米、土豆、红苕）为生，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市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研究员刘吉振被派驻渔沙村任第一书记。
渔沙村山高坡陡，不适合发展大规模农业。根据
地形、地貌、气候等因素，刘吉振与驻村工作队经
过4个月科学考察论证，制定了“小规模、多品种、
高品质、好价钱”的产业发展思路，决定选择辣椒
作为主导产业，并确定“艳椒425”和“艳椒465”等
品种作为种植对象。由于渔沙村此前没有种植辣
椒的历史，当时不少村民持观望态度。

为让村民相信自己，刘吉振带头开展辣椒种
植示范推广，并发展产业带头人，邀请辣椒种植专
家对村民们进行技术指导。李九员就是产业带头
人之一。在刘吉振的帮助指导下，李九员靠种植
辣椒第一年就收入近万元，这让不少村民解除了

“椒虑”，纷纷加入辣椒种植。
目前，渔沙村辣椒种植产业规模近500亩，当

地还建成了育苗基地和加工厂，带动200余人增
收，其中70人是脱贫户。

“让脱贫群众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火，是我最
大的心愿！”刘吉振说，除辣椒种植产业外，如今村
里还种植胭脂脆桃1000亩、花椒500亩、中药材
300亩，发展民宿7家。“下一步，渔沙村将在乡村
振兴中走好农旅融合发展之路，努力在乡村振兴
的新舞台上大放异彩。”刘吉振信心满满地说。

巫溪县红池坝镇渔沙村第一书记刘吉振：

“在乡村振兴中走好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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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
1998年3月11日

1998年3月11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
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重庆市要集
中力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按期完成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的移民任务；二是搞好
国有企业改革，振兴老工业基地；三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
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四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希望重
庆抓住机遇，埋头苦干，实现新的振兴。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直辖后重
庆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重庆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安全问题清单管理 打造智能消防微体系

全市务实推进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
当前，我市各区县针对今年安全生产

与自然灾害的重点工作，谋划在前、部署
在前、落实在前，深入开展复工复产、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落实防控措施，强化安全
防范和应急保障，提升道路交通、矿山、建
设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旅游自然灾害
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积极做好各项
应急处置准备。

巴南
安全生产问题列入清单管理

巴南区将影响安全生产的根源性和
本质性问题列入清单管理 ，从消防、道路
交通、危险化学品、建设施工、旅游等行业
共梳理出36个突出问题。按照区政府第
163次常务会议审议意见，对突出问题的
整改要由责任单位的第一个单位牵头，其
他单位按职能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对应的
联系指导组负责跟踪督办，区领导开展会
商调度时可对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督办。

建立常态督查移交机制。由区安委
会、区减灾委组织综合督查组及时掌握联
系指导对象，对安全生产工作中暴露出的

“两个不到位、两个不扎实”问题，和发现
的问题及隐患要督促相关单位限期整改，
对限期整改不到位的，联系指导组立即将
有关情况报送至区安办，由区安办将有关
问题和隐患汇总后上报区委督查办和区
纪委监委机关，由区委督查办和区纪委监
委机关再组织重点督查，跟踪督办各单位

问题、隐患整改情况。
举一反三开展反思整改。实行区安

办处级领导包片、科级干部包单位的方
式，对全区23个镇街、23个部门和6个区
属国有公司“两个不到位、两个不扎实”问
题整改情况进行联系指导，明确责任、落
实措施、抓在手上。对事权在区、能够整
改的，即刻整改销号；事权不在区、一时难
以整改的，要在3月底前落实管控措施并
加强向上汇报反映；各镇街、区安委会各
成员单位、区属国有公司要举一反三剖析

“两个不到位、两个不扎实”在本地区、本
行业领域、本单位的具体表现，列出清单，
细化整改方案；各级各部门要按照“从根
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的要求，拿出根本性
改革性措施办法，短期能整改的要作为年
度重点工作立行立改，较长时间整改的要
纳入“十四五”规划长期强化，确保整改工
作有实效，推动安全生产上新台阶。

璧山
探索构建小区级智能消防微体系

璧山区高层建筑数量多、老旧小区分
布广、“多合一”场所情况复杂，消防先天
条件不足、历史欠账多，消防隐患比较突
出。今年以来，璧山区应急局按照精准识
别、源头治理的思路，聚焦“火灾苗头早期
预警”、“风险源头准确研判定位”、“火灾
信息及时传递”等问题，引入社会资本，积
极谋求变量。

今年璧山区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将消防安全作为改造内容，区应急局联
合区住房城乡建委、璧城街道、璧泉街道
等单位，将电气火灾监控预警系统作为
12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补充采购项目，在
老旧商业区探索引入物业企业打包实施，
通过安全水平和商业品质的同步提升提
高物业的附加值，从而发掘预警信息系统
数据价值。区应急局与辖区内高新技术
企业重庆峰极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作，依托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电气火
灾监控预警系统，积极探索构建小区级智
能消防微体系，补齐高层建筑和老旧小区
消防短板。

同时，璧山区将楼宇电气火灾监控预
警系统列入《璧山区民用建筑管控导则
（试行）》。区安委办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了
政策宣贯并将跟踪政策落地情况，确保全
区所有新建商品房100%安装新型电气
火灾监控预警系统。

丰都
切实加强复工复产安全防范

丰都县立足抓细抓实，积极强化措
施，切实抓好节后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工作。

针对节后复工复产企业较多、季节性
风险隐患加大、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工
作不严不实等状况，丰都县科学制定了
《节后复工复产安全防范方案》，周密部署
节后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指导各

行业企业，扎实开展安全法律法规、安全
制度、操作规程等安全培训，不断增强职
工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督促各乡镇（街
道）、各行业主管部门严格履行属地监管、
行业主管责任，组织本辖区、本行业企业
突出生产设施设备、工艺流程、原材料储
运、电线电路等环节，扎实开展复产前风
险研判，严格落实管控措施；针对企业复
工要求落实情况和开复工突出违法行为，
扎实开展执法检查工作，严厉打击各类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

开复工期间，全县共实施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613次，检查企业1803家，查出隐
患333个，督促企业认真按照“五定”要求
抓好隐患整改落实，执法处罚企业107
家。在企业扎实开展复工复产自查落实、
主动申报的基础上，各行业主管部门严格
按照程序和标准以及“谁验收谁签字谁负
责”的要求，实施严格验收，企业具备安全
条件后方可复工复产，切实夯实安全生产
基础。

北碚歇马
多举措确保复工复产安全

北碚区歇马街道在本轮复工复产安
全生产工作中针对人手少、任务繁重的实
际困难，除集中各科室人员外、将村社力
量集中组织，建立了歇马街道2021年复
工复产安全生产3支队伍，全面加强安全
管理工作。

按照表格式检查，限时性整改的要求
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特别加强
了易发生事故的危险化学品、“三合一场
所”、消防、道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场所、
特种设备和对生产生活易产生较大影响
的水、电、气等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
排查治理。

研判本地区复工风险，严格落实，严
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的要求，全面做好安全稳定工
作。复工复产期间，针对企业复工前“五
个必须”落实情况和开复工突出违法行为
开展执法检查，做好联合执法工作；街道
应急办统筹安排，各科室具体参与，各村
（社区）联合行动开展执法工作，没有执法
权的联系区级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强化对
易燃易爆、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学校、商
场市场、娱乐场所、社会福利机构、高层建
筑、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对可
燃雨棚和突出外墙防盗网的整治；强化交
通劝导站和森林防火的劝导和执法工
作。联合交通执法交巡警每天对辖区内
三轮车违规拉客现象进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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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六稳六保聚焦六稳六保创造良好安全环境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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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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见习记者 刘一叶

近日，重庆民族乐团在重庆大剧院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大型情景国乐剧
《告别千年》将于3月27日上演。

《告别千年》是我市广大文艺工作
者积极投身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
品创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文艺
工作者深入脱贫攻坚一线，通过创作歌
曲《第一书记》、话剧《山魂》《薪火》等方
式，记录脱贫攻坚伟大壮举，深情描绘
广大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在富起来、
美起来的道路上的新风貌、新气象。

这些脱贫攻坚题材艺术作品有怎
样的特色？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重
庆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山歌方言齐上阵
多种形式展现脱贫攻坚成果

“早在创作《告别千年》之前，我就
通过一些新闻报道了解了毛相林的事
迹，当时就很感动。”谈到打造《告别千
年》的初衷，重庆民族乐团团长何建国
表示。

确定把毛相林的故事搬上舞台
后，用何种形式进行表现，成为摆在何
建国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来我打算让
毛相林与演员一起来讲述下庄的故
事，但后来我意识到，除让他讲述外，
更应该在其中加入更多重庆元素。”何
建国说，经过和毛相林多次沟通，在本
月27日举行的《告别千年》大型情景
国乐剧现场，重庆民族乐团将加入山
歌、民谣、劳动号子等元素，更好地为
观众讲述毛相林带领村民挖出一条

“天路”的故事。
除了《告别千年》，市歌舞团已经上

演的原创小型音乐剧《念念不忘》，通过
在音乐剧中加入说唱元素，提高了该剧
的观赏性；重庆三峡歌舞剧团打造的扶
贫话剧《薪火》，则通过韵味十足的方言
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深入一线挖素材
为观众呈现最鲜活的故事

在《告别千年》即将亮相之际，由重
庆市话剧院创作的话剧《山魂》也进入
剧本创作阶段，预计今年6月与市民见
面。相较于《告别千年》，《山魂》除了讲

述毛相林的故事外，还把时任下庄村驻
村干部方四才、妇女主任陈祖英的故事
搬上了舞台。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话剧，实现从
塑造‘这一个’到表现‘这一群’的转换，
为观众展现一幅大家齐心协力脱贫攻
坚的真实画卷。”重庆市话剧院院长张
剑介绍。

“要让脱贫攻坚题材作品打动人
心，就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地了
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带来的变化，为
观众呈现最鲜活的故事。”市委宣传部
文艺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例如重庆市歌
剧院在创作歌曲《第一书记》时，演唱者
刘广就曾前往城口采风，并与歌曲原
型、时任城口县北坡村第一书记庞启渊
进行了深入交流。

除了深入基层，挖掘一手素材外，
重庆各文艺院团还把剧本涉及的主人
公请到过现场，听取他们对作品的意
见。“例如，重庆梨园艺术团创作的方
言话剧《梦乡村》，在首演前曾邀请该
剧中的原型人物——万盛经开区关坝
镇的村民代表提前观剧，倾听他们的意
见，并及时作出修改。”市曲协相关负责
人表示。

加大扶持力度
努力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

记者了解到，《告别千年》已纳入全
国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
演，将在全国进行巡演。

除了《告别千年》，在日前举行的全
国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
演中，重庆三峡歌舞剧团打造的扶贫题
材话剧《薪火》也成功入选，目前该剧已
完成近百场惠民公演。

“这些舞台艺术作品受到肯定的同
时，也对未来该题材的创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重庆市曲艺家协会理事袁国
虎建议，之后我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相
关作品时，除了描述帮扶脱贫的过程、
成功脱贫的喜悦，还可以更多关注脱贫
后的新生活。

记者了解到，未来重庆会继续积极
开展文艺创作项目资助工作，加大对以
脱贫攻坚为主题的舞台艺术作品的扶
持力度，充分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
作积极性，进而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的
舞台艺术精品。

重庆推出多台
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