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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优一先”风采展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四川美术学院造型学
院版画系教工党支部获“重庆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

该支部用艺术形式唱响时
代主旋律，宣传党的指导思想，
开展党的创新理论“进社区、进
乡村、进学校、进牧区、进网络”
等主题实践活动，让党的创新
理论用艺术方式“飞”入寻常百
姓家。

以“主题学习”引领“主
题创作”教学

中共一大、中共二大、武昌起
义、秋收起义……6月底，川美造
型艺术学院版画系创作了一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丝
网版画作品——“复兴之路”。

这组作品共10幅，选取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100个重
大事件进行创作。

这是川美版画系进行重大主
题创作的一个缩影。版绘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镌刻宏伟蓝图·铸就伟大梦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
本方略木刻版画宣传集、行千里·
致广大——版画绘重庆……近年
来，川美版画系共创作了11套
300多张主题版画作品。

“一直以来，川美版画系老
一辈艺术家就以画笔与刻刀为
民族救亡图存和新中国建设创
作鼓舞人心的作品。”川美造型
艺术学院版画系党支部书记付
继红告诉记者，版画系党支部现
共8名党员教师，除自己外还有
舒莎、金川、李杰、臧亮、董燕霞、
刘彦蓉、解丹 7 名老师。近年
来，支部充分发挥版画快速刻
印、快速传播和大众喜闻乐见的
优势，通过艺术等方式去展现时
代旋律，用艺术方式宣传党的思
想。

“在主题创作的过程中，老师
会带领我们研究学习党的历史和
理论，然后用艺术化的方式进行
表达。”参与“复兴之路”创作的版
画系学生党员龙江告诉记者，这
种方式不仅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方式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
让同学们学习到很多党的理论知
识。

让党的新思想走进广大
乡村、社区

初升的太阳、丰收的景象、金
灿灿的稻田……在北碚柳荫镇、石
柱中益乡、酉阳花田乡等地，版画系
师生为村民们带去了美丽的新思
想主题墙绘，用艺术助力乡村振兴。

“支部以直观生动的艺术形
式，通过一面面手绘墙，让党的新
思想走进广大乡村、社区。”付继
红介绍，近年来，支部还通过开展
主题艺术作品巡展的方式，如将
142幅主题版画在全市各区县进
行巡回展出，在城市、农村、高校、
中小学等地深入推广和宣传党的
创新理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将党的理论、党的思想、党的主
张带到老百姓的身边。

“支部还利用暑期社会实践
的机会，带领党员教师和部分学
生到重庆部分乡镇等地进行写生
和创作活动。”付继红告诉记者，
通过广泛开展“进社区、进乡村、
进学校、进边区、进网络”等主题
实践，让师生党员们更认识社会、
了解社会，同时把新时代党的理
论和乡村振兴的作品送到农村去
展示。

积极运用网络平台进行
党的理论宣传

用VR展示“四个自信”“一
国两制”等内容，这也是川美版画
系党支部的一种创新艺术表达方
式。

据了解，近年来，该党支部积
极运用网络平台进行党的理论宣
传，如将多组主题作品发布到“学
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以及制作主
题屏保等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进入移动终端，覆盖网络阵地。

“我们始终坚持四川美术学
院植根现实、关注生活的艺术传
统，将主题创作植根在中华大地
之上，扎根于人民生活之中，服务
人民，奉献社会。”川美造型艺术
学院党总支书记王天祥表示，支
部将一直以党建工作为基础，始
终坚持“主题学习+主题创作+主
题实践”三位一体党的理论传播
方式探索与实践创新，寓思政教
育于专业教学之中，寓政治导向
于学术活动之中，寓理论学习于
艺术创作之中的创新实践。

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党支部：

用艺术唱响时代主旋律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 （记者 张莎）“我是抗美
援朝的参与者，又是幸存者，这段经历
让我刻骨铭心”“有的战士腿部中弹，还
有的被燃烧弹活活烧死”……近日，江
津区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前，有着60几
年党龄、90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兰光华受
吴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之邀，为应急排
民兵讲述参加抗美援朝的亲身经历和
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今年刚编入应急排的蔡俊杰说：
“听了兰爷爷的讲述，让我更加深切感
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
帅乡儿女，更应该在为民服务工作中担
当作为，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请抗美援朝老兵“出山”讲党史，是
江津区在党史学习教育“四个深入一线”
中，深入一线“用情讲党史”的内容。

据了解，围绕“学、讲、看、做”四个
环节，江津区聚焦“四个深入一线”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做实功见实效。“四个
深入一线”包括：深入一线“用功学党

史”，各基层党组织以“3+X”的方式
（读原著、话初心、谈体会+自选动作）
开展好主题党日活动，每月一主题、月
月有活动、党员齐参与；深入一线“用
情讲党史”，组建以乡土宣讲员、老党
员、退休干部等为主体的“百人广播
队”，动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成为

“党史故事播音员”，做到学史增信“强
意识”；深入一线“用心看党史”，集中
梳理红色资源、集中修整红色资源、集
中宣传红色资源、集中利用红色资源，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存史”“育人”的历
史和现实功能；深入一线“用力办实
事”，将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到办实事开
新局的具体行动上，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问效于民，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

在深入一线“用力办实事”中，吴滩
镇建立了“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事项
清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动态
播报民生事项办理情况，邀请群众评
价。

“用电烘烤花椒确实方便，不仅节
能环保，而且烤出的花椒色泽好看，销
路好，今年收益又提高了！”最近，在镇
政府帮助下，郎家村花椒种植户曾令文
对自家的花椒烤灶进行了煤改电。

吴滩镇农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镇里花椒种植面积已发展到
3万多亩，年产2万多吨、产值2.5亿元，

花椒种植已成为当地百姓增收的重要
产业之一。

为增加经济收入，扩大销路，有的
椒农采取自己采摘、烘烤、加工、销售的
一站式服务，而整个流程中烘烤环节的
好坏直接决定花椒的质量和最终售卖
的价格。以前，曾令文等多数椒农一直
靠传统烧煤的方式对花椒进行烘烤，不
仅火候难以掌握，影响烘烤质量，还耗
费大量人力。

针对这一情况，吴滩镇将花椒烤灶
煤改电纳入民生事项清单，一站式为民
代办，目前已有过半椒农完成改造，既
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还大大提升了
花椒的利润。

老兵“出山”讲党史 传承红色基因
江津区“四个深入一线”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做实功见实效

1920年7月19日

邓小平等人
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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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7月19日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在重庆总商会举行
毕业典礼。经过一年紧张学习的邓小平、冉钧、周贡植等83名学生
获准赴法。1920年8月27日，邓小平等人从重庆太平门码头乘法商
吉庆号客轮到上海后，换乘法国邮轮赴法，由此踏上了寻找救国救
民真理的革命道路。此前，聂荣臻于1919年11月通过重庆留法勤
工俭学会的帮助自费从重庆赴法勤工俭学。重庆是留法勤工俭学
人员的重要输出地，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
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投身到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
富强的伟大事业之中。

近期以来，全市各地各部门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
渝北大盛镇，党员队伍为生活用水困
难的群众送水上门；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局为急需办理出入境手续的群众
开启绿色通道；全市的公共图书馆开
展培训活动，指导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软件……在党员们看来，群众的事，再
小也是大事。

渝北区
党员队伍为群众送去生活用水

7月13日深夜，渝北区大盛镇明月
片区，因近日暴雨导致水管爆裂、堵塞
停水。

明月片区有群众1000余人，由于
没有储备水，加上天气炎热，特别是明
月场镇上的村民附近没有水井可以挑
水，用水需求迫切。

“这么热的天，没水怎么行！”14日
凌晨1点，大盛镇政府办公楼一场紧急
会议正在召开。连夜，大盛镇组建起了
一支由党员干部、消防员、应急员等组
成的党员送水队。“明天一早送到村民
家门口，保证他们有水煮饭、有水洗
漱。”

14日一早，党员送水队开着送水车
来到了明月村。在此等候的村民们纷
纷拿着五颜六色的水桶前来排队接水。

“感谢你们及时送水！”老人张仁木
说道。张仁木的家离明月场镇要走十
来分钟，平时腿脚就不好的他，看着满
满一桶水犯了难。

正在老人为难之际，消防员王杨帮
他提起了水桶，“老人家，您带路，我帮
你提回去。”随后，针对提水困难的群
众，送水队员们都帮忙一家一户送水到
家。

看着党员们送水队忙碌的身影，村
民刘国全感叹道，“为群众办实事，真是
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急事快办特事特办解民忧

“我姓袁，是一直生活在外地的重

庆人，近期要到香港读书，请问可以加
急办理出入境证件吗……”近日，市公
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咨询服务中心接到
这样一起求助。

原来，打电话咨询的袁先生，急于
前往香港就学，因在外地不满足异地申
办条件，情急之下，向出入境管理局咨
询中心致电求助。出入境管理局立即
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开通了绿色通道，
加急制作了证件，帮助袁先生按时赶赴
香港就学。后来，袁先生还特地向出入
境部门送来感谢信。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今年3月，
为筹划川渝港澳台青少年科技创新联
盟相关活动，重庆邓鸿吉创发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涂先生急需赴澳门
商谈活动事宜。但因涂先生系异地户
籍，在重庆办理相关签注用时较长。情
急之下，遂向出入境部门求助。

出入境管理局本着为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的原则，随即为其开通绿色通
道，帮助涂先生及时赶赴澳门，最终促
成川渝港澳台青少年科技创新联盟活
动在我市如期顺利举办。

事后，重庆邓鸿吉创发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向出入境管理局送来感谢信，信
中写道：“高效、便民、亲民的一流政务
服务让我们感动，‘急民所急、特事特
办’的工作作风令人钦佩”。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市公
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杨建表示，接下
来，出入境管理局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将
继续主动“走出去”，“进社区、进高校、
进民营企业”，服务中外人员，助推企业
复工复业及经济社会发展。

重庆公共图书馆
开展培训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请问，美团是这个图标么？”“为什
么我打开美团软件没有反应？”近日，位
于重庆图书馆4楼的多功能厅人声鼎
沸，来自重庆各地的60余名老龄读者
聚集于此，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学习
着美团App的使用方法。

7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重庆各
公共图书馆通过持续开展“常青e路
幸福夕阳”——老年人数字阅读系列培
训，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据介绍，早在2018年2月，重庆图

书馆就带领全市43家公共图书馆，以
及部分社会机构共同发起了老年人数
字阅读系列培训。截至今年7月，重庆
各公共图书馆共举办14期，共计1070
场老年人数字阅读系列培训，累计培训
老龄读者94057人次。

老年人数字阅读系列培训的一大
特点就是内容贴合老年人的生活实
际。“例如，3月举行的老年人数字阅读
系列培训就以‘医保电子凭证的使用及
推广为主题’，让上千名老人拥有了属
于自己的电子医保凭证；6月底开展的
老年人数字阅读系列培训则以‘微信上
的美团使用’为主题，让多位老人掌握
了在微信上使用美团的方法。”重庆图
书馆馆长任竞说，“工作人员更多的时
间都是在解决老人在实际操作中所遇
到的问题。”

“现在，我不仅学会了微信视频通
话，还可以帮助小孙女在微信上完成每
天的打卡作业，实在太方便了。”70岁的
老人王凯军说。

北碚区
出台政策解决中小商户“融资难”

7月14日，北碚区正式出台重点文
旅项目融资贴息专项政策。该政策是
北碚区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中，主要针对存在融资难问题的中小商
户“量身定做”的。符合融资贴息条件
的单个商户可享受最长3年贴息，最高
100万元的贴息额度。

北碚区金融发展中心主任曾静介
绍，该政策主要面向经市政府或市级相
关部门认定的重点市级文旅项目，商
户、项目业主注册地、纳税地均在北碚
区内（两江新区直管区除外）且其对项
目产业部分自持10年以上，商户协议
入驻期应大于商户贷款存续期。申请
获得融资贴息的商户在获得授信首年，
按照经比选的贷款利率给予100%贴
息；商户获得授信第二年和第三年，按
照最新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予
100%贴息，单个商户可享受最长3年
贴息，最高100万元贴息额度。曾静介
绍，之所以为贴息额度设置100万元的
上限，是因为这项政策主要是为中小商
户解决融资难。按照单个商户贷款
100万元计算，该政策第一年可帮助商
户节约7—8万元贷款利息，第二、三年

可帮助商户省下 3—4万元的贷款利
息。

受该政策影响，北碚区文旅产业将
迎来利好。以今年年底将正式开街的
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该街区年底
将入驻商户180余家左右，多为中小商
户。26岁的大学生创业者唐兆阳告诉
记者，作为一名青年创业者，最头疼的
就是创业前期的资金压力，该政策的实
施，增强了他从事文旅产业的信心。

大渡口区
“民生服务团”解群众急难愁盼

“多亏社区拓建了停车位，解决了
我们的大问题，现在停车好方便哟！”近
日，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区居民
罗世洪指着一片划线车位告诉记者，这
些都是新拓建的停车位，原来车位只有
30多个，现在增加到162个。

这是大渡口“民生服务团”切实走
基层察民情解民忧的个案，更是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渡口区通过成
立由区领导任团长、各级相关单位部
门领导干部为成员的“民生服务团”，
切实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的一
个缩影。

为广泛征集百姓需求，大渡口区将
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五，定为民生服务
团民情接访日，组织各民生服务团成员
轮流下沉到95个村（社区），与群众面
对面交流沟通、答疑解惑；同时，组建83
个调研组，围绕群众关注的问题形成80
余篇专题调研报告；此外，还利用“大渡
口智慧党建”微信公众号和路灯、座椅、
变电箱等5000多个公共设施上粘贴的
二维码收集民意，截至目前，微信公众
号已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645条，通过
二维码收集意见398条 。

掌握民情后，关键如何把民生实
事办好。大渡口把需要解决的民生实
事分成三类，进行精准施策，安排落
实。

民生实事办得好不好，群众最有发
言权。东正社区居民朱明蓉告诉记者：

“现在民生服务团定期要来小区征询我
们的需求，宣传政策，帮大家解决实际
困难，现在小区绿化环境好了，公共设
施也多了，大家住在这里很舒心。”

本组稿件由记者彭瑜、周松、黄琪
奥、龙丹梅、何春阳，通讯员马君如采写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我市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丝网版画工作室，一名学生正在从丝网中取
出一幅印制好的作品。（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7月12日，在九龙坡区西彭镇真武
宫村，“小红花”志愿服务队队员正在帮
助农户打包葡萄。

据了解，西彭镇的青年党员们成立
了“小红花”志愿服务队，开通“小红花的
乡村趣事”抖音号，通过直播带货、短视
频营销等新方式，展现记录乡村美景，发
展乡村旅游，帮助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目前，“小红花”队员已为村民销售
农产品1万余斤，同时积极帮助关爱留
守儿童，开展党史微宣讲等志愿服务活
动。近段时间，青年党员们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
坚定了青春理想，努力让自己成为乡村
沃土里的一朵小红花，扎根基层、服务群
众，展现青春作为，不负韶华。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小红花”志愿服务队扎根基层

为农产品“带货”
开展党史微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