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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伟平

“任书记快过来看，这边的茶树抽
新芽了，再过几天是不是就可以采了
哦？”

“老辈子莫急，今年把茶树管好
了，明年有采不完的茶。”

3月26日，雨后初霁，酉阳县浪坪
乡官楠村支部书记任位凤到茶园查看
茶树的生长情况，正在茶园除草的三
组脱贫户仕安强拉着他咨询。

望着漫山碧绿的茶树，任位凤说，
官楠村能重新把茶产业发展起来，实
属不易。

浪坪乡曾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官楠村更是浪坪乡最难啃的
脱贫硬骨头。由于大山阻隔，官楠村
交通曾经十分落后，再加上喀斯特地
貌，产业发展滞后，全村1723户中曾有
贫困户197户、878人，贫困发生率高
达23%。

要致富，先修路。新一轮脱贫攻
坚战打响后，官楠村党支部就带领党
员干部和村民投工投劳，新修硬化5公

里出村公路。村民进出方便后，2019
年，官楠村党支部通过土壤检测、反复
考察，决定通过种茶带动村民脱贫增
收。但消息一传开就遭到村民们质
疑，仕安强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村里搞茶产业，结果还是黄
了，现在又喊种，我是不赞成的。”在村
里的第一次动员会上，仕安强这样说。

打不开局面怎么办？老党员兼村
主任庞素仙第一个站出来，将自家6亩
土地交给村集体，与仕安强同组的党
员仕永照也拿出几亩土地种茶。后来
村党支部通过向群众反复做工作、谈
心交流，包括仕安强在内的17户村民
同意拿出850亩土地交给村集体发展
茶产业。“每年有6000元土地流转费，

加上基地1万元务工收入以及茶园投
产后的分红，一年挣个2万元不成问
题。”如今的仕安强对此很满意。

“在带动村民发展产业脱贫增收
的同时，村党支部还把群众生产生活
中的各种困难当成头等大事来解决。”
任位凤说。

针对三组、四组饮水困难的问题，
村党支部发挥支部引领、党员干部带
头的作用，带领村民冒着高温酷暑，经
过40多天努力，终于找到了饮用水源，
并修建了2座大水池，用自来水管将水
接到村民家中。2019年底，200多人
喝上了自来水。

针对邻里矛盾、婆媳纠纷问题，村
党支部构建了“群众说事、干部解难”
的工作机制，做到了“小事不出户、大
事不出组、难事不出村”，得到了群众
的认可。去年以来，村党支部共解决
村民难题68件。

如今，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全村
先后发展起玉米、水稻、辣椒、山羊、白
鹅、茶等产业，贫困户不仅全部脱了
贫，村民人均年收入也从 2014 年的
3500元提高到去年的10356元。在上
月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官楠村党支部被评为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

酉阳县浪坪乡官楠村党支部：

把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当成头等大事来解决

□本报记者 栗园园

阳春三月，正是踏青出游好时
节。走进武隆区黄莺乡复兴村，云雾
缭绕的青山下，层层水田映着天光，
田间的水车转个不停，在水面上荡起
层层波纹，一派自然恬淡的田园风
光。

“最近每逢周末，只要天气好，来
的游客就多，最高一天可接待700多
人。”复兴村第一书记张向东说，依靠
乡村旅游的发展，复兴村已从穷山村
变成热门乡村旅游打卡点，村民收入
稳步增加。

复兴村的变化，正是武隆区探索
旅游扶贫模式的成功案例。

地处武陵山腹地的武隆区，80%
的乡镇、75%的行政村处在大山区、
高山区和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经
济发展滞后，发展规模工业和农业
都不具备条件。2002 年，武隆区被
列为国家级贫困县。与贫困并存
的，是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新一轮脱贫攻坚以来，武隆区扶贫

办积极与文旅部门沟通协作，探索
旅游扶贫新路子，将特色生态资源
转化为脱贫攻坚优势。复兴村就是
首批试点之一。

为推动工作开展，武隆区扶贫办
主任沈江涛与复兴村形成结对帮扶，
社会扶贫科科长张向东主动请缨担任
复兴村第一书记。通过调查，确定了

复兴村以“田园综合体”为载体，打造“微
田园”“微景观”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路。

随后，在张向东的带领下，复兴村
在整治村容村貌的同时，将当地的水
田改为梯田，并在其中增设仿古水车、
亭台等，形成了现代感十足的稻田风
光。此后，又打造了网红桥、喊泉、水
上乐园等娱乐项目，旅游人气越来越

旺。2020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人
均纯收入提高到12837元，较2017年
增加7000元以上。

复兴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成功，推
动了沧沟乡青杠村“古渡驿站”、后坪
乡文凤村“天池苗寨”等乡村旅游点的
陆续打造。

在后坪乡文凤村，扶贫干部依托
当地传统苗寨，充分挖掘苗族文化，在
苗寨原有特色基础上，打造了民宿度
假住宿区、苗医苗药体验区、特色美食
加工区、民俗文化体验区和田园山野
游憩区。

旅游的发展带动不少寨民在家里
开起农家乐。就在今年春节期间，寨
民罗元发的农家乐每天收入近1000
元，乐得他合不拢嘴。

据了解，通过多年探索发展，武隆
区已实践出廊道带动、景区带动、合作
社带动等5种生态旅游扶贫模式，帮助
当地3万名贫困人口靠旅游业摆脱贫
困，其中1万名涉旅贫困人口人均年收
入在2万元以上，真正实现了“旅游做
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脱贫致富”，
相关旅游扶贫工作曾两次入选《世界
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在上月召
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武隆区扶贫办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

武隆区扶贫办：

探索5种生态旅游扶贫模式带动3万群众脱贫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各地各部
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奋进力量，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创新形式手段，丰富渠道载体，激发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要把党史
学习教育同推动实际工作、为群众办
实事结合起来，展现经济社会发展新
气象、当代共产党人新风貌，以更加昂
扬的精神状态奋力开启重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把党史学习教育和学习党的
创新理论贯通起来

全市法院领导干部大学堂日前开
课。“大学堂把党史学习教育和学习党
的创新理论贯通起来，一体领会、一体
贯彻。”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此次学习，将引领全市法院干警从
党的非凡历程中进一步感悟真理力
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持续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把握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的政治能力和专业水平，确保在
新的起点上推动全市法院高质量发
展。

合川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谢宝红表示，参加了大课堂学习，受益
匪浅。接下来将抓细抓实党史学习教

育，结合工作推动，把党史学习教育与
具体工作融合，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引入“老马工作室”先进
经验提高调解质量，提升执行兑现，开
展民法典宣传等，满足人民群众司法
需求。

用身边故事引导青少年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

“巴南是一片革命的沃土，巴南儿
女有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坚韧不屈
的斗争精神。”3月24日下午，在巴南
区龙洲湾中学大礼堂内，巴南区党史
宣讲进校园暨“童心向党”主题教育活
动正式启动。该区通过深入挖掘本地
6名党史人物故事，汇编成口袋书，通
过漫画插画加文字的形式，向读者展
示本土先烈为革命事业奉献终身的故
事，用本土的身边故事来引导青少年
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开展“党史宣讲进校园”等
系列活动，可以使广大师生了解中国
共产党光辉的革命历史以及巴南的党
史故事、英烈故事，从而提升广大师生
对党史的认知，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
代代传承。

把学习成效转化成为群众办
实事的工作动力

近日，梁平区虎城镇利用该镇集

中村是“虎南赤区”革命中心和梁平历
史上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地的红色资
源，开展以“讲好党史故事 传承红色
基因”为主题的“主题党日+”学党史系
列活动。

活动中，该镇通过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虎城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聆听党
史宣讲、为抗美援朝老兵上门义诊、到
全国“双百”人物邓平寿老家种树等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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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走进中共虎城乡党小组旧址，党
员干部们在一幅幅珍贵的革命历史图
片前驻足观看、细心品味。“看着一张
张带有温度的老照片，听着一个个激
动人心的故事，让我更加深刻感受到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更加深刻认
识到共产党人的血脉和基因。我要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努力为群
众办实事、解难题。”党员陈国斌说。

用好红军学校平台引导孩子
弘扬红军精神

3月27日上午，綦江区永城镇王
良广场，綦江区4所中小学在红军学校
授旗授牌仪式上被命名为红军学校。

王良是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初期的
著名将领。仪式上，王良故里所在的
永城中学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王
良红军中学”，永城小学被命名为“中
国工农红军王良红军小学”；中央红军
红一军团进入綦江石壕时，指挥部曾
设在石壕学校，因此石壕学校被命名
为“石壕长征红军学校”；作为重庆地
区最早党组织诞生地之一的中山路小
学，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綦江红军

小学”。
“我们将通过盘活红色教育资源、

用好红军学校平台，引导孩子们继承
先烈遗志、弘扬红军精神，为祖国的发
展贡献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綦江红军
小学负责人说。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
为民服务成果

“红岩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争取民
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艰苦卓绝斗争中
培育形成的。”3月26日，在红岩革命
纪念馆，来自丰都县的部分党员干部
在这里上了一场生动的“红岩魂”专题
党课。

在现场讲解员带领下，大家参观
了渣滓洞监狱旧址、饶国模故居、“千
秋红岩”专题展等，观看了纪录片《战

“疫”灯塔——时空的坚守，永远的党
魂》《“狱中八条”鸣警钟，牢记使命谱
新篇》，并在“11·27”烈士公墓祭奠革
命先烈。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重温
‘狱中八条’，是一次与烈士们跨越时
空的对话。八条意见发人深省，对今
天的共产党人依然有很强的警示意
义。”丰都县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本次专题培训是丰都县深
化落实党史学习教育的系列举措之
一。目前，丰都县正扎实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重走四川二路红军路”等
活动，积极将红色资源与产业发展相
结合，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
民服务成果。

（记者黄乔、王翔、张莎、罗芸，通
讯员罗莎、刘辉、邓尧予）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奋进力量
我市各地各部门深入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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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28日

毛泽东来渝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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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3月28日 中共中
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毛泽东参加完中央政治局成
都会议后到重庆考察。当天下
午，毛泽东考察了重钢大轧车
间、大平炉车间和国营建设机

床厂。次日凌晨，乘“江峡”轮
离开重庆视察三峡，途中听取
了涪陵、万县地委的工作汇报，
并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
林一山交谈了三峡工
程建设等相关问题。

□本报记者 黄琪奥

3月 20日，重庆市第六届运动
会（以下简称市六运会）街舞项目在
永川落下帷幕。在3天的比赛中，我
市200多名街舞好手用精湛的舞技，
让观赛市民充分感受了一把街舞的
独特魅力。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街舞首次
“出圈”。在去年12月12日—17日，
“舞动山城”国际街舞大赛在重庆举
行，首次组队参赛的重庆队就表现出
色，斩获多个冠军和亚军。

作为一个曾经“小众”的项目，街
舞这些年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特别是随着街舞中的霹雳舞成为
2022年杭州亚运会、2024年巴黎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重庆街舞的
发展更是进入了快车道。那么，重庆
街舞的现状如何？未来重庆街舞又
将如何发展？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
行了采访。

街舞归来

“哒哒哒，很好！再来！哒哒
哒……”3月 23日下午，当记者来
到沙坪坝区小龙坎附近的傲莱流
行舞蹈培训基地时，正好遇到 10
多名小朋友在老师指导下学习霹
雳舞。

重庆市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
副主任罗贝伦介绍，20世纪80年代
中期，街舞传入中国。“当时，重庆大
街上随处可见跳霹雳舞的市民。
1988年，重庆还率先举办霹雳舞大
奖赛。”

不过，这样的热度并没有持续太
久。上世纪90年代，重庆街舞发展
进入低谷。

2003年，随着新舞社、炫舞社、
AZcrew、ST等舞团成立，街舞再次
回到人们的视野。特别是在2013
年，随着选秀节目中要求唱跳的环节
增多，越来越多的重庆青少年开始接
触街舞。

相较于前几年，现在学街舞的市
民数量有显著上升。

“具体到重庆而言，仅霹雳舞这

块的从业人员就有好几千人，涵盖培
训、赛事策划等多个方面。同时，浩
天等多名优秀霹雳舞选手更是入选
了霹雳舞国家队。”重庆市社体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多方助推

为何以霹雳舞为代表的街舞能
受到众多市民追捧呢？

“首先，这源于市民观念的改
变。”罗贝伦说，以少儿街舞为例，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
意识到少儿街舞不仅能令孩子热情
澎湃，还能挖掘才艺潜质，让孩子们
保持思维敏捷，克服不爱动、不爱说
话、孤僻胆怯的弱点，培养孩子自信、
自强、坚毅、大胆的性格。

“当然，重庆街舞的蓬勃发展也
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罗贝
伦说，特别是于2016年成立的中国
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重庆联盟，更
是让重庆的广大街舞爱好者结束了
各自为政的局面。

此外，重庆近年来举行的“舞动
山城”国际街舞大赛等多项国内高
水平街舞赛事，也有力助推了重庆
街舞运动发展。“在这些措施的助力
下，街舞在我市拥有了良好的群众
基础。”重庆市社体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

跨界融合

全运会结束后，“舞动山城”国
际街舞大赛将再次在重庆举行。届
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街舞好手将云
集重庆，为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的街
舞盛宴。

“随着霹雳舞项目‘入奥’‘入
亚’，我国的街舞运动正迎来快速发
展时期。”罗贝伦说，重庆街舞要想借
此东风实现跨越式发展，应考虑“跨
界融合”。

“助推街舞发展可以与城市空间
相结合，以其富有时尚感和冲击力的
特质，整合社会资源，打通老少层次，
融合本土特色，打造‘街舞小镇’等大
型文化综合体。”西南大学体育学院
院长黄晓灵建议。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街舞项目比赛现场。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3月
27日，作为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首
个开赛的冰雪项目——“嵩悦杯”冰
球比赛在江北区拉开帷幕。来自5
个区县的13支队伍、127名运动员
云集于此，为3枚金牌的归属展开激
烈角逐。这是冰雪项目首次进入市
运会“大家庭”。

此次冰球比赛分为U7组、U9
组、U11 组三个组别。因为市运

会承办地永川区没有合适的滑冰
场，冰球比赛就放在了中心城区
举行。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虽
然当天的冰球比赛在早上 8点 30
分就拉开了帷幕，但依然吸引了不
少市民到场观看。在这些市民的
见证下，永川队以9比 0轻取长寿
队，获得本次市运会冰球比赛的开
门红。

冰雪项目首次进入市运会

冰球开赛:永川队轻取长寿队

200余“舞林”高手让市民感受独特魅力

激情点燃 重庆街舞蓄势待飞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