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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来渝考察

1957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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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3月17日至22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朱德来渝，先后考
察重庆钢铁公司、第二钢铁厂、国营建设机床厂、北温泉等地，与重庆市委常委进
行座谈，向党内外干部作了报告，出席了川剧晚会，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全体工
作人员见面并合影。21日，他还就军工生产转向民用生产、交通运输、生
猪及重庆第一钢铁厂扩建等问题向中央发了四次电报。

连日来，重庆各区县各部门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紧密联系实际、用好红色资源、注重面向基层，深入开
展党史专题学习宣讲，让更多的人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传承革命薪火。

紧密联系实际 用好红色资源 注重面向基层
重庆各地各单位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日前，由重庆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
品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王良军长》正
式杀青，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今年
7月将作为重庆市向建党百年重点献
礼影片登陆全国院线。

用影视作品讲好党史，对于丰富大
众精神世界、引领社会风尚均具有现实
意义。电影《王良军长》通过对王良的
成长历程和英勇事迹的深度刻画，将红
军的精神传递给当代人尤其是广大青
少年。

重庆今年还有哪些红色主旋律影
视作品将与观众见面？这些影视作品
都有哪些特点和新意？重庆未来又应
如何利用自身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出
更多优质的主旋律影视作品？重庆日
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探访。

从小处着手
让人物更加有血有肉

王良是中国工农红军著名的军事
指挥员，1905年出生于重庆綦江永城
镇，1932年3月升任红四军军长，1932
年6月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以王良的革命生涯为蓝本进行
电影创作，生动再现‘黄洋界保卫战’

‘活捉张辉瓒’‘漳州战役’等著名战
斗、战役……”当电影《王良军长》的剧
情梗概在网上发布之后，立刻引发了不
少网友的关注。不少重庆网友表示，感
谢这部影片，让他们知道了綦江有这样
一位英勇的革命将领。

“大力发扬红色传统，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这是我们影视工作者的使命
担当。纵观之前的影视作品，涉及重庆
籍早期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将领的影视
作品并不多。在綦江区委、区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我们拍摄了《王良军长》，希望
更多的观众知道王良的故事，用电影为
革命先烈塑像，让先烈的精神代代传
承。”谈到拍摄影片的初衷，重庆电影集
团《王良军长》项目负责人王成伟说。

王成伟表示，为做好人物形象塑
造，影片在对王良的刻画上更加注重从
小处着手，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鲜活。

“例如，我们在展现王良的生平时，并没
有把王良的一生都放进电影叙述之中，
而是聚焦在1927年至1932年这五年，
着重展现了他参加秋收起义、参与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及指挥第一、二、三
次‘反围剿’中相关战斗战役的革命英
雄形象，展现他坚定的信仰和卓越的军
事指挥才华，让观众更好地感受一名优
秀共产党人的理想初心是如何形成和
坚守的。同时，我们还通过多条人物关
系线来展现王良对待亲情、友情的态
度，让人物塑造更加有血有肉。”

电影《王良军长》只是重庆积极挖
掘红色资源、用影视作品讲述党史的一
个缩影。记者了解到，为庆祝建党一百
周年，传承红色基因，重庆各影视单位
还精心筹拍了电影《99万次拥抱》《红
色商行》《挺进报》，电视剧《绝密使命》
等一系列红色主旋律影视作品。

为观众讲述
鲜为人知的先烈故事

在《王良军长》顺利杀青的同时，重
庆电影集团与中宣部电影频道共同策
划出品的“红岩”系列电影作品也进入
制作筹备阶段。与以往“红岩”题材影
视作品大多以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

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为主角不同，此
次重庆电影集团推出的“红岩”系列电
影聚焦的是诸如肖林、王敏卿等之前少
有涉及的红岩英烈。

“主旋律影视作品要吸引观众，做
到既‘接地气’又‘冒热气’，需要找到宏
大命题和落地创作的交集点，让有血有
肉有人情味的人物迸发出耀眼光芒和
强大力量。”重庆电影集团电影事业一
部总监蓝焱表示，例如电影《红色商行》
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
济隐秘战线工作，聚焦为党的事业筹措
经费的众多人物事迹。

除了“红岩”系列电影之外，我市今
年推出的其他红色主旋律影视作品在
题材选择上也推陈出新，注重为观众讲
述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例如重庆广
电集团（总台）参与出品的电视剧《绝密
使命》，就把镜头对准之前鲜有涉及的
战时交通运输线，为观众讲述了我党建
立的一条秘密交通线在传递情报、护送
人员、运输物资以及参与党中央机关从
上海到中央苏区战略转移的扣人心弦
的红色故事。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挺进报》《红
色商行》等红色主旋律影视作品还在把
握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讲述一个个
革命青年在历史洪流中的动人故事。

“例如，即将开机的《挺进报》，就通过讲
述青年共产党员孙元毅然扛起印刷《挺
进报》重任，并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
故事。相信随着该片的上映，位于南滨
路上的《挺进报》旧址也会吸引更多市
民前来参观。”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何洪元表示。

打造影视核心竞争力
推出更多红色影视“爆款”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
的革命传统。接下来重庆应如何利用
好自身优势，挖掘影视生产潜能，打造
出具有重庆特色的优秀红色主旋律影
视作品？

“重庆拥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丰厚
的红色文化资源，为了更好地挖掘和利
用好这一文化‘富矿’，建议有关部门统
一牵头，统一规划，通过成立由影视创
作人才、地方史专家等组成的创作班
底，对‘红岩精神’‘抗战文化’等进行深
度挖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剧本再创
作，进而推出更多的精品影视作品。”蓝
焱建议。

“对于广大重庆影视工作者而言，
要创作好的红色主旋律影视作品，除了
需要遵循‘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打造精
品’这三大基本原则外，更重要的是要
深入群众，挖掘观众需求，了解观众喜
好。”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常务理
事、重庆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傅晓阳表
示，重庆广大影视工作者要不断深入群
众，听他们讲故事，了解他们对红色主旋
律影视作品的诉求，这样挖掘出来的作
品才具有核心竞争力，才更有生命力、更
接地气、更能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

“要打造好优秀的红色主旋律影视
作品，也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影视
基金的扶持。”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
帆表示，在现有的“扶垚计划”的基础
上，重庆还可进一步优化影视产业发展
的环境，通过成立专门的影视扶持引导
基金，对主旋律影视作品的策划、创作
和生产给予支持，并为红色影视剧的发
行、宣传提供更多的保障，以打造出更
多的红色“爆款”。

拍摄电影《王良军长》推出“红岩”系列作品

重庆着力打造红色主旋律影视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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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江津区鼎山街道仙
池社区党员活动室，90岁的抗美援
朝老兵黄克强给社区党员讲革命故
事。连日来，江津区通过诵读红色
经典、聆听老党员故事、参观党性教
育基地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不断从党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通讯员 贺奎 摄/视觉重庆

90岁老党员
社区讲党史

本报讯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
者 杨圣泉 通讯员 侯长青）村看
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作为群众
身边的村支书，在新时代怎样推动实
现乡村振兴？近日，万州区余家镇党
委组织新当选的22位村支部书记前
往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开展上任第
一课——下庄“取经”。

在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毛相林家的院坝里，22位村支
书仔细倾听毛相林讲述下庄人艰辛
修路和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

1997 年，下庄村村民集资近
4000 元，在村支书毛相林的带领
下，经过7年的努力，以付出6条生
命的代价，终于在绝壁上凿出了一
条长达8公里的出村“天路”，下庄
人从此不再与世隔绝。随后，毛相
林又带领村民探索“三色”经济，发
展乡村旅游，蹚出了一条致富路。

近年来，毛相林先后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奋进奖、时代楷模、感动中国
2020年度人物、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等称号。

听了毛相林的讲述后，铁炉村支
部书记谭芳动情地说：“哪怕看完所
有关于下庄的报道，都不如身临其境
来得震撼。这次学习让我更坚定信

心团结铁炉群众，不断攻坚克难，推
动乡村振兴。”

34岁的王国荣是此行最年轻的
村支部书记。他说，“这是我人生中
最震撼的一次学习经历。我所在的
桥亭村，自然环境条件比下庄好十倍
百倍，此行之后，我更有信心把桥亭
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万州区组织新当选村支书到下庄“取经”

3月15日，渝北区“五老回家”
讲党史活动在大盛镇正式启动，一位
老教师、一位老支书分别回到学校和
村社，结合自己多年工作生活的所见
所闻、所历所感宣讲党史。

“我叫冯明权，大盛是我的家乡，
是党送我上了师范学校，当上了一名
光荣的人民教师……”上午，在大盛
学校五年级二班，69岁的老党员、从
事教育工作40年的老教师冯明权给
40多个孩子讲起了“党的光辉照耀
我前行”故事。

冯明权从“少先队员‘红’起来、
革命信念‘强’起来、基层责任‘担’
起来”三个方面分享自己的故事。
他告诉孩子们，现在大家就读的大
盛学校耗资近亿元修建而成，“你们
生活在伟大的国家，沐浴着党的阳

光雨露，如今在这环境优美的校园
里学习和生活，应该感到无比的幸
福与自豪！”

下午，在大盛镇青龙村，老支书
杨三全和村民们围坐到一起，讲党
史、感党恩。

“春节前那场分红的钱都存起的
噻？”杨三全一句话把大家带回一个
多月前那个开心时刻：那天，青龙村
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举行第一
次分红大会，村民们一手拿着股权
证，一手拿着大叠现金，每个人脸上
都乐开了花。

在杨三全引导下，大家都打开
了话匣子：“村里完成了整村土地宜
机化整治，听说还是全市第一个丘
陵山区现代化水果基地。”“地里有
先进的智慧农业物联网系统，我们
种的柑橘都可追溯，质量让消费者
放心。”“过去的这片土瓦房稀泥路
变成了人居环境示范点，个个来这
里的城里人都说好漂亮，羡慕我
们。”……

青龙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全体村
民有目共睹。大家都说，吃水不忘挖
井人，要永远感谢党的恩情。

记者从渝北区委宣传部获悉，
“五老回家”讲党史即老干部回机关、
老支书回村社、老教师回学校、老工
人回企业、老战士回军营。目前渝北
区在组建“五老回家”讲党史总队的
基础上，又成立老干部“回机关”、老
支书“回村社”、老教师“回学校”、老
工人“回企业”、老战士“回军营”等5
个宣讲分队，形成了近百人的“五老”
队伍。

下一步，“五老”人员将深入基
层，结合自己多年工作生活的所见
所闻、所历所感，重点宣讲党史、习
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内容,
讲述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
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

渝北区
启动“五老回家”讲党史活动

“假如山崩地裂，假如天要垮下；
假如一动就会死，假如有血才有花；
只要能打开牢笼，让自由吹遍天下，
我将勇敢上前，毫不惧怕！”3月15
日，诵读红岩英烈古承铄诗歌的声音
在南川区东城街道三秀社区油菜花
海里响起，一场“坝坝加油站”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生动上演，党员、群众
等跟着志愿者一起忆先烈、唱党歌、
学党史。

“古承铄于1920年出生于南川
县一个贫民家庭，他不仅是革命者，
还是诗人、音乐家。1947年，他参与
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刻写工
作。后被特务逮捕，1949年11月27

日牺牲于渣滓洞监狱，为党和人民的
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南川
区东城街道志愿者吴娟声情并茂地
讲述着古承铄的故事，让大家沉思其
中。

社区居民段后祥今年已80岁，
有着59年的党龄。他说，古承铄烈
士是南川区的骄傲，我们要永远记住
他。

在当日的活动中，志愿者讲先烈
故事、讲党史、教唱党歌，通过现场有
奖问答，一起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经典
歌曲，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追寻红色
记忆，感受伟大成就的来之不易。

南川区
“坝坝加油站”忆先烈学党史

3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民政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获悉，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该局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办实事、解
难题、送温暖、传党恩”为主题，建
立“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台
账，扎实开展八项具有民政特色的
实践活动。

一是开展“我为企业减负担”行
动，指导行业协会商会进一步降低
涉企收费规模，规范涉企收费行为，
增强服务企业能力，为企业减轻负
担。

二是开展“救在身边”行动，加
强困难群众动态管理，建立主动发
现机制，将因疫因病因灾或者其他
意外事故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人员
及时纳入救助范围，做到“应保尽

保、应救尽救”。
三是开展“新时代新社区新生

活”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提升村（居）
委会规范化水平和为民服务能力，促
进社区服务提质增效，努力做到“居
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

四是开展“保护地名文化、记住
美丽乡愁”行动，让人民群众在互联
网上就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增强群众文化自豪感和
自信心。

五是开展“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申

请‘跨省通办’”行动，到今年底，争取
实现申请人不受户籍地限制，规范资
格认定申请程序，优化申请受理及审
核服务模式。

六是开展“关爱老人、享受美好
生活”行动，认真落实好“实施农村社
区养老服务全覆盖工程”“实施老年
人照顾服务计划”等2021年全市重
点民生实事，指导推动各区县养老服
务管理部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便利，
提高防范非法集资意识，提升智能化
环境中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七是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
学行动，实施“福彩圆梦·助学成长”
项目，对2021年考入普通全日制中
等职业及以上学校就读中专（中
职）、大专（高职）、本科的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给予每人每学年8000元
资助，帮助其完成学业，充分体现党
和政府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特殊
关爱。

八是开展“五社联动、情暖基层”
行动，选树“最美社会工作者”先进典
型，推进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
设，打造基层为民服务平台，依托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在村（社区）

“两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工作
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
公益慈善资源优势作用，为困难群众
排忧解难。

市民政局
将开展八项特色实践活动

3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政府外办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了
解到，市政府外办将争取外交部支
持，在渝举办“外事红色教育课堂”，
深入挖掘重庆外事历史资源，让全国
外事战线干部在重庆学习历史、感悟
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岩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市政府外办将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在外事服务大厅、外防输入一线等
创建一批“党员先锋示范岗”，推动广

大党员干部亮出党员身份，亮出庄严
承诺，亮出服务标准，亮出积极作为。

市政府外办还将组建“外交为

民”宣讲队，深入企业、农村、社区、学
校等，重点宣传群众生活最需要、社
会舆论最关注的有关涉外政策。同
时，通过官网、“一站式”服务窗口、宣
传册、微宣讲等方式，对有关涉外政策
进行长期宣传公示，接受群众咨询。

（本组稿件由记者张莎、颜若雯，
通讯员袁治卫采写）

市政府外办
将举办“外事红色教育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