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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媒体参访团参观访问
重庆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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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18日 由摩尔多瓦国家通讯社、格鲁吉亚
《多民族格鲁吉亚报》等16家国外媒体组成的亚欧媒体参访团
参观访问了重庆市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情况。采访中，
各国媒体负责人对“渝新欧”铁路大通道等给予了高度
评价。

2015年9月18日

黔江“三治融合”开辟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我为群众办实事· 在行动黔江

金色 9月，瓜果飘香。在黔江区
白石镇凤山村陶家坝大院，院落整洁
有序，村民们脸上笑意连连，这幅邻里
和睦、院落和谐的画面让人很难同曾
经村民动辄就为小事扯皮拉筋，甚至
大打出手的陶家坝联系在一起。白石
镇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进村民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开辟了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陶家坝大院深处白石镇凤山村
狭小的山间盆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1亩，故而在村民眼里，自家的一亩三
分地和土地边界划分成了村民们最

看重的问题。多年来，村民们经常为
土地边界问题闹得面红耳赤。如何
让邻里和睦、院落和谐，成为陶家坝
大院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
由陶家坝大院院落党小组和院内 39
户农户组成的党群议事中心应运而
生。

党群议事中心成立后，解决的第
一个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便是调
解村民蔡明扬和李财发争论了多年
的土地边界问题。“咨询邻居、现场查
看，把当事人叫到一起当面劝说，做
到公平、公正、公开调解，最后双方欣

然接受了调解结果。”白石镇凤山村
党支部书记李贤庆说，党群议事中心
发挥了老党员、老干部的带动作用，
依托村规民约实行积分管理，村民积
极参与院落治理，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监督，做到了大事不出村、小
事不出组。

矛盾解决了，邻里关系就和睦了，
大家齐心协力发展产业，增收致富的
活力就激发出来了。现在的陶家坝大
院，家家户户都铆足了劲儿，种蔬菜、
搞养殖、栽果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还把房前屋后的卫生环境搞得干干净

净。白石镇党委政府还积极争取资
金，改善了陶家坝大院的基础设施。
住在大院内的居民都表示，如今邻里
之间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
的目标，就是齐心协力让院落的居住
环境和条件更好，村民共同致富。

自治，激发百姓参与活力；德治，
无声浸润百姓内心；法治，为乡村治理
提供有力的保障，三种方式互为补充、
互相衔接、缺一不可。有了村民自治
的明显成效，白石镇党委政府又同步
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发展路子，推进白石镇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
“自治激发活力，法治定纷止争，

德治春风化雨。”白石镇党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白石镇以凤山村陶家坝大院
为示范，将民主协商平台搭建在村民
家门口，成功提升了农村自治水平，又
积极开展宪法入户宣传，评选“法治带
头人”“法律明白人”“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示范户”，完善基层民主法治阵地建
设，力争以陶家坝大院为重点，将凤山
村大院打造成民主法治村。同时，还
在陶家坝大院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建立文化阵地；组织开展家规家

训、“十星级文明户”“最美家庭”“好
媳妇、好婆婆”等评选，切实发挥乡贤
美德传承员、政策宣传员、公益服务
员、文化宣传员、致富领航员、纠纷调
解员“六大员”作用，注重“以文养德、
以规立德、榜上亮德、以贤弘德”，以德
治感召力推进乡村治理。

白石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白石镇将以陶家坝大院为示范，
集中谋划好全镇发展，让“三治融合”
带动全面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持续增
收致富。

唐楸 王仿

本报讯 （记者 周尤）中秋国庆临近，市纪委对5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

1、璧山区体育场（馆）管理中心原主任白元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问题。

2016年2月至2019年2月，白元勇收受辖区有关体育协会、游泳
馆负责人所送礼金共13000元及价值3900元的手机一部。白元勇还
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项已收缴。

2、开州区竹溪镇春秋村原综合服务专干龚延林违规操办“无事
酒”问题。

2020年10月，龚延林以给妻子过生日、给儿子庆祝超市开业为
名操办宴席24桌，收受礼金85300元，其中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礼
金3400元。龚延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项已收缴。

3、涪陵区拓源污水治理有限公司副经理黄如恒在操办母亲寿宴
中违规收受礼金问题。

2020年1月，黄如恒以给母亲祝寿为名操办宴席47桌，收受礼
金74300元，其中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礼金5000元。黄如恒还存在
其他违纪行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项已收缴。

4、九龙坡区原房屋安全鉴定所所长贾永志违规发放值班补助
问题。

2017年1月至2018年10月，贾永志安排工作人员虚假造册，以
值班补助名义为单位职工违规发放补贴共92500元。贾永志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违纪款项已收缴。

5、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小河中心卫生院院长冉泓私车公养问题。
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冉泓以自己在开展有关工作时使

用了私车为由，将私车产生的燃油费共13000余元在单位报销。冉
泓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项已收缴。

市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扫除作风之弊，根治“四风”顽疾，唯有一
抓到底、久久为功。上述5起典型问题，暴露出高压态势之下，仍有一
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知止，相关人员受到严肃查处，教训十分深刻。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坚决守住行
为底线。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示范带头，自觉做公私分明、
尚俭戒奢、移风易俗的表率。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不正之风的政治
本质和政治危害，充分认识由“风”及“腐”、由“风”变“腐”、“风”“腐”一
体、互为表里的内在机理，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防止
松劲懈怠、疲劳厌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毫不松懈纠治“四风”，坚
决打好作风攻坚持久战。要铁腕执纪、勇于亮剑，对顶风违纪、屡教不
改、性质恶劣的，依规依纪依法从严处理。对落实主体责任、行业监管
责任不力的，严肃予以问责。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把反“四风”、反
浪费与反腐败统筹起来，把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贯通起来，把日
常监督、巡视巡察与执纪执法、追责问责衔接起来，把查处案件与推动
完善制度结合起来，不断提升作风建设治理效能。

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是检验党员干部严守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关口。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认真总结运用有效管用的经验做法，聚焦“关键少数”、关
键环节、关键部位，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深挖细查顶风违纪、隐形变异
问题，持续形成高压震慑。

欢迎社会各界举报各种违规违纪行为。举报网址：http://
chongqing.12388.gov.cn/

举报电话：（023）12388

市纪委公开曝光5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本报记者 陈波

9月16日，距王红旭为救两个孩子
牺牲在江流中，整整108天。

108天中，王红旭被授予重庆市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被教育部追授全国优秀教
师，被中共重庆市委追认为中共党员，被
重庆市政府评定为烈士，获评时代楷模称
号……全网有关王红旭连救两个孩子牺
牲的视频，早已突破10亿次点击量。

然而，略过所有哀荣，重庆市大渡口
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不过是巴渝大地
那个心怀温暖、带一点“痴”、平凡中自有
力量的“笑起来眼眯成一线的眯眯眼”。

榜样示范引发市民自发组
成“救命人链”

再度回望王红旭生命中最后那个下午，
是一种悲痛，但这悲痛中自有澎湃力量。

6月1日儿童节，大渡口区万发码头
附近，下午5时40分左右。

当“救我娃儿啊！”的尖叫响起时，王
红旭还抱着3岁的儿子团团，距事发地一
百多米。

当他放下儿子团团向江边高速冲刺
时，衣未解、鞋未脱。

“旭哥拔脚就冲，我一看江心里有孩
子扑腾，也就是本能地跟上吧。”王红旭的
好友许林盛回忆。

成年人的世界，远离危险才是本能。
可百米外，是入汛一月、长达14天降雨后
暴涨的长江。生于斯长于斯的重庆人最
清楚汛期长江激流的凶险。

但许林盛跟随王红旭的脚步，开始了
冲刺。

同样跟随王红旭急促脚步的还有张
广荣，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

三人就这样形成了那片慌乱江滩上
最醒目的“救人小箭头”，目标是江中落水
的幼童。

突然出现的“救人小箭头”，给江滩边
慌乱的人群带来了勇气和镇定。包括陈
璐希、张亚、马波等数十名市民，向事发江
边围拢，组成了一个“救人大箭头”。

“救人小箭头”作为前锋迅速跳江救
人，“救人大箭头”则手挽手结成延伸江心
数十米的“救命人链”。

这一切，均起始于王红旭生命中最后
那段百米冲刺。

儿童节的那片江滩，因为两个落水孩
子，数十名陌生的重庆市民结成了一道牢
不可破的“救命人链”；跳入江中连救两人
最后不幸牺牲的王红旭，就是串起那条

“救命人链”最前端的人。

35年人生，救过8个孩子

“不需要考虑，换成是我也要去！能
救人，比中500万还高兴！”王红旭少年
时，多次看到电视里勇救他人的新闻就手
舞足蹈，母亲李永兰有一次笑着逗他“考
虑一下，换成你，敢去不？”儿子脖子一梗
的样子，给她留下极深印象。

“他是那种羡慕的感觉哦！是真巴不
得自己就在现场的那种感觉。”母亲李永
兰叹息。

500万元对整个家庭都是天文数字
般的财富，但在这个少年心中，远不及一
条生命的价值。

李永兰绝难料到，少年王红旭一时兴
起的“能救人比中500万高兴”，冥冥中成
了他短暂人生中座右铭般的执着信念。

大学同学梁锐记得，2007年夏天，21
岁的王红旭在游泳池中成功救起一名落
水儿童；母亲李永兰记得，2008年夏天，
22岁的王红旭在嘉陵江边救起一名落水
儿童并送回家；岳母唐国信记得，2019年
夏天，33岁的王红旭将一摔破头的孩子
送到诊所救治成功；妻子陈璐希记得，
2020年夏天，34岁的王红旭和她一道将
出车祸的3个孩子送入医院救治成功。

所有重庆人记得，2021年夏天的儿童节，
35岁的王红旭再度成功救起两个坠江的
孩子，只是将自己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
35岁。

35年人生，救过8个孩子——一位网
友动情留言：“他或许是上苍派到人间专
门守护孩子的天使。”

这世间没有天使，只有一个有血有
肉、甚至有点“痴”的王红旭。

“我跟你打赌，旭哥那种人，你现在把
他喊醒转来，再到江边走一趟，他还是会
跳江救人！”与王红旭同一个办公室的同
事张平，在与记者私下交流时，曾红着眼
睛说：“你莫看他一天到晚笑呵呵的，其实
这些方面他有点‘痴’。”

尽管喊不醒已长眠的王红旭，但熟悉
王红旭的人都坚信，那个有点“痴”的王红
旭醒来再到江边走一趟，他还是会跳江救
人。

有一种传承叫做“痴”

一支铁笔，一块刻板，一张蜡纸，一架
油印机，一盏煤油灯，两个忙碌的身影，几
乎每晚都是伴随着油墨的清香入梦——
这是热恋时王红旭给妻子陈璐希描绘的
童年记忆。

假如说王红旭真的有点“痴”，那么这
种“痴”，自有传承。

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均是万州
区余家镇的铁炉学校教师，奶奶范信秀为
补贴家用一边教书一边还要种菜，爷爷王
世才甚至就是在讲台上突发肺气肿去世，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春蚕到死丝方尽。

王红旭有次救人回家后，与父亲王平
为“危急时刻牺牲自己救人值不值得”，发
生激烈争论。

“都危急时刻了，还考虑什么值不值
得？您也是老师，您看到学生跌倒了，是
站着不动？是走过去？还是跑过去？”连
珠炮式的反问憋得老爷子青筋暴起，却无

言以对：“他晓得我们这一家子老师对学
生都有点‘痴’。”

王红旭从教12年，体育老师、校田径
队教练、学校人事工作都干过，荣获市、区
优秀教练员奖状4次、区优秀指导教师奖状
5次，所教的学生捧回的奖状、奖杯更多。

王红旭牺牲两个多月后，校长毛世伟
打电话给体育学科分管主任代宣交待工
作，代宣电话里脱口而出“我马上叫红旭
落实。”

两人电话里往复好几句话后，毛世伟
率先发现哪里不对劲，追问“安排谁去？”

“红旭嘛，王红旭啊！”代宣甚至提高
了音量。

毛世伟追问第二遍时，代宣才哑然。
至此，两人电话里双双陷入沉默。

108天过去了，大家似乎依然不习惯他
已离去。

与一般老师威严的形象不同，王红旭
在学生中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外号“眯眯
眼”，许多学生敢当面笑嘻嘻地叫他这个
外号，他从来不恼。

“我毫不夸张地说，王老师改变了我
的人生。”17岁的孟俊帆曾是王红旭田径
队的学生，当年他小学成绩一般，但经过
王红旭多年的训练，他成了一名优秀的体
育特长生并一路进入重点初中、高中。才
读高一的他已明确将报考浙江大学体育
系，因为“那里三级跳项目很优秀，非常适
合我”。

王红旭身上那种有些难言的“痴”劲，
也明显传递到了这个昔日少年身上。“要
是我那天在，他跳江救人我就跟着一起
跳！他肯定不准我跳？他能跳下去凭什
么不准我跳？再说我都1.85米了，我比
他还高！他拦不住我！”这个嘴角已泛起
胡茬的少年，痴痴地望着母校那颗硕大的
黄葛树，通红的眼中满是与年龄不相称的
果决与倔强。

恍惚间，宛如王红旭归来。

王红旭未曾离去
——再忆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周松 实习生 肖秋灵

9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勇
救落水儿童牺牲的原大渡口区育才小学
王红旭教师“时代楷模”称号，在我市引发
热烈反响。

“得知王红旭老师的事迹后，我感动
得留下了眼泪。”时代楷模、江北区观音桥
街道“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说，社会
的发展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而王红
旭老师的感人事迹，正是强大正能量的生
动化、具象化表现。王红旭老师不顾个人
安危，勇救落水儿童，展现了他作为一名
人民教师的崇高品德，也展现了他见义勇
为的高尚精神，这些品德和精神必将感染
和激励更多人接续使命、传承精神。

“我们感恩他、怀念他，也要结合自己
的工作，学习他。”马善祥说，王红旭老师
为全社会树起了一面旗帜，他将学习王红
旭老师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精神，将这
种精神融入工作中，为群众服好务，为党

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
时代楷模、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

部书记毛相林谈到王红旭老师的英雄事
迹时感叹说：“我很受震撼，发自内心地敬
佩他。”毛相林说，王红旭老师用自己的生
命，换回了他人的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的
大爱，深深打动了他，更值得他学习。

“王红旭老师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
难关头豁得出去，的确是大家学习的榜
样，当得起‘时代楷模’的称号。”毛相林
说，王红旭老师用自己的生命为全社会上
了生动的一课，让大家明白什么是舍己为
人见义勇为。他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向王
红旭老师学习，在他人遇到困难时施以援

手，共同建设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一想到王红旭老师，我觉得平时工

作中遇到的难题都不是大事。”毛相林说，
在今后的工作中，他将以王红旭老师为榜
样，继续奉献，带领父老乡亲把日子过得
越来越好。

“王红旭同志心怀大爱，在两名儿童
落水的危难时刻，义无反顾跳进江中奋力
施救，将生的希望留给孩童，使我深受感
动。”时代楷模、原渝北交巡警支队石船公
巡大队副大队长杨雪峰的亲密战友，渝北
交巡警支队副支队长黄长富说，王红旭老
师一腔赤诚爱党爱教、以生命托举生命、
以大我彰显大爱的事迹感人至深。他用

生命告诉我们什么叫舍生取义，他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和英勇壮举诠释了时代楷模
的深刻内涵。

“王红旭同志心怀大我，无私奉献的
精神与杨雪峰同志英勇无畏、大公无私的
精神，我们都应该去传承好，发扬好。”黄
长富说，传承楷模精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
号，在日常工作中，大家都应向杨雪峰、王
红旭学习，心里装着群众，尽其所能为群
众解难事、做好事、办实事，解群众之所
难；把事关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
事来干，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中做出不平凡
的成绩，才能真正把时代楷模的精神传承
下去。

接续使命 传承精神
——时代楷模眼中的王红旭

6月1日傍晚，大渡口区万发码头，湍急的江面上，十几位市民手挽着手组成一道“救命人
链”，从王红旭手中接过溺水的孩子，传递至岸边。（视频截图）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大屏幕上显示出王红旭生前的照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周松）9月17日，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为表
彰先进、弘扬正气，近日，重庆市委、市政府决定追授冯中成同志“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冯中成生前系重庆市石柱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车辆管理
所四级高级警长，7月21日上午，在该县车辆管理所为制止一名持
刀歹徒行凶，全力保护现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与歹徒殊死搏斗中
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53岁。

《决定》认为，冯中成同志是重庆公安战线涌现出的杰出楷模，是
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先进典型，是当代公务员的优秀代表。

《决定》表示，冯中成参加公安工作30年来，始终以党和人民的
事业为重，扎根基层一线，守护一方平安，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工作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总要求。

《决定》号召全市广大公务员要以冯中成同志为榜样，向冯中成
同志学习，学习他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忠于职守、
勤勉敬业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公仆情怀，学习
他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践行党的宗旨，锐意进
取、拼搏实干，为奋力谱写重庆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全面
开启全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作出新的贡献。

市委市政府追授石柱牺牲民警冯中成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