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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一座因文明而温暖的
城市。这里有13万余名少云志
愿者构建起来的三级志愿服务
体系；“四点半课堂”早已成为全
区志愿服务工作的响亮品牌；每
月开展“铜梁好人”评选，每年开
展最美系列评选，以道德典范的
引领作用，弘扬真善美、传播正
能量……

这些都是铜梁坚持“以提升
人的素质作为文明创建根本”理
念的缩影。近年来，铜梁区把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作为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载
体，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始终
从全局角度推动全国文明城区
创建，坚持以人为本、内外兼修，
厚植文明底色，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坚持人民至上
厚植创文工作民生温度

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是一场持久
战。如何充分发挥市民的主体作用，
形成“人人争当城市主人翁，个个都
为创建作贡献”的浓厚氛围呢？

据介绍，铜梁坚持把人民至上的
理念贯穿文明城区创建，把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文明城区创
建的宗旨原则，把群众参与、群众共
享作为文明城区创建的生动实践。

在发动群众方面，铜梁持续通过
新闻宣传、网络宣传、社会宣传、文艺
宣传等方式，提升创文工作的知晓率
和参与度。比如，区属媒体统一开设

“创全国文明城 做铜梁文明人”专
栏，制作《文明过马路》《文明旅游》等
创文宣传片，组织开展“文明礼仪我
带头·争做铜梁好市民”“小手牵大
手”“送温暖、齐整治、助创建”等志愿
服务活动，吸引更多市民加入创建

“朋友圈”。
让广大市民群众分享文明成果，

是创建最根本的目的。“努力创建有
‘烟火气’‘人情味’的文明城区，让群
众切实感受到创建带来的变化。”铜
梁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着眼
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铜梁深入实施“补短板惠民生”三
年计划，持续推进重点民生实事，解
决群众入园难等一批“老大难”问题；
建成“四好农村路”4600公里；全面完
成农村薄弱电网改造，农村群众和企
业用上放心电、安全电；深化“把老乡
留在老家”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累计回引5.1万名农民工返乡
创业就业。

提升人文素质
润物无声涵养城市气质

“文明是润物细无声的，涵养城
市气质的方方面面。我们坚持将人
的素质提升作为城市提升的根本，就
是要重抓日常抓经常，做到润物无
声。”铜梁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进一步提升人文素质，铜梁
提出“以价值添颜值、以文明提素质、
以文化润心灵”。

以价值添颜值。全面实施“五
风”浸润工程，着力创新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模式，将“洁雅”贯穿物
态、精神、言行建设的始终，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春风化雨。大力弘
扬英雄精神，深化弘扬邱少云精神

“十个一”系列活动，让英雄成为广大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可信、可学的
榜样。积极评选“新乡贤、好乡亲”等
各类先进典型，“铜梁城里好人多”的
动人局面正逐步形成。

以文明提素质。深化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
统领，扎实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村镇、
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细胞创建，不
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深化拓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围
绕疫情防控、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
重点工作，13万余名少云志愿者常态
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扎实推进乡
村移风易俗“十抵制十提倡”工作，大
力弘扬文明新风。

以文化润心灵。创新采用“种文

化+送文化”的方式，大力开展各类文
化体育活动，依托中华龙文化节、乡
村振兴大舞台、周周龙舞汇等，每年
组织开展文化活动7000余场，形成

“天天坝坝舞、月月龙舞秀、季季巡回
演、全年都精彩”的生动局面。坚持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出台《文艺人才
扶持办法》，每年开展文艺创作资助，
推出一批精品力作，原创舞蹈《龙把
子》获评全国群众文化领域最高奖群
星奖。

发扬“榜样之光”
汇聚社会向上向善能量

近年来，铜梁区注重用好道德典
范资源，实施道德建设工程，涌现出

“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陈淑梅夫
妇、“中国好人”吴定富、“全国最美职
工”杨发英等一大批典型人物。“我们
充分发挥这些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以点带面、聚沙成塔，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的浓厚社会氛围。”铜梁区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每月开展“铜梁好人”评选，
每年还开展“最美志愿者”“最美劳动
者”“最美教师”等最美系列及“新乡
贤、好乡亲”评选。为了进一步发扬

“榜样之光”，铜梁严把评选程序，让
道德典范“评得出、信得过”；创新宣
传教育，让道德典范“立得起、传得
开”；注重主题实践，让道德典范“看
得见、学得会”；突出德者有得，让道
德典范“过得好、树得牢”。

截至目前，铜梁区获评全国道德
模范及提名奖3人、“中国好人”8人，
市级道德模范8人、感动重庆人物17
人、“重庆好人”73人，“铜梁好人”及
提名奖272人、“最美铜梁人”系列道
德典范500余人、“新乡贤、好乡亲”
3500余人。

链接》》
13万少云志愿者
温暖整座城市

每天早上八点，铜梁区人民医院
的“天使少云志愿者”准时出现在医
院门诊大厅、检验科室或住院病房
里，开始一天的志愿服务工作。

“为有需要的患者导医、指引、帮
助自助挂号，协助老年人及行动不便
的病人出入电梯。到病房陪老年患
者聊天，为他们疏解思想上的困扰。”
少云志愿者张洁说，虽然每天都很忙
碌，来来回回跑来跑去，但很充实，也

很快乐，因为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
像张洁这样的注册少云志愿者，

全区已有13万余名，占户籍人口比例
的15%。他们身穿红马甲活跃在大
街小巷，提供各种贴心的志愿服务，
致力于帮助群众解难题、帮助城市做
美容、帮助龙乡做宣传，已经成为了
城区一道亮丽的流动风景线。

近年来，铜梁为进一步传承弘扬
邱少云精神，将全区各单位、各行业、
各类型志愿者统称为少云志愿者，构
建起横向覆盖行业系统、社会组织，
纵向覆盖镇街、村（社区）的三级志愿
服务体系——区少云志愿服务总队，
区级有关部门、各镇街少云志愿服务
分队，村（社区）少云志愿服务小队。
培育打造了龙城义工、新芽义工等少
云志愿服务注册社会团体，截至目
前，全区已有注册少云志愿服务组织
800余个。

今年以来，全区发动少云志愿服
务组织和少云志愿者走进城乡社区、
走进农家院坝，围绕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开展
农技培训、文化下乡等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1500余场次；各村（社区）
开展巡河、巡路、美化家园、“守护绿
水”、文明劝导等少云志愿服务活动
3600余场次。

“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外
表，更在于精神。正是这样一群文明
城市建设的生力军，让龙乡大地充满
了爱，温暖着这座城市。”铜梁区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刘玉珮 孔德虎
图片由铜梁区委宣传部提供

组织志愿者为铜梁区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中心送玉米

文明条例进小学

铜梁 以人为本厚植底色 用文明温暖一座城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新华社西安 10 月 7 日电 （记者
薛天）10月6日，有网民网络发帖称“10
月4日有学生家长许女士反映，她的孩
子路某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陕西省
安康市汉滨区的安康兴安医院‘被无病
推上了手术台’，并‘被逼借钱支付手术
费用’”，引起网民关注。

10月6日，安康市汉滨区成立安康
兴安医院有关问题调查处置工作组，下
设四个工作小组进驻安康兴安医院，依
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置工作。

10月7日，汉滨区安康兴安医院有
关问题调查处置工作组公布调查处置结
果。经查，2021年10月4日中午，路某
甲（17岁）在其同学陪同下到安康兴安

医院就诊，医生操某某接诊、检查，诊断
为宫颈赘生物，路某甲在手术知情同意
书上签字后，操某某对其实施了手术。
不存在手术中签字、虚假手术(在其他医
院检查的部位与安康兴安医院手术部位
不是同一部位)问题。

但在诊疗过程中，安康兴安医院在没
有监护人陪同、签字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
进行检查和手术，存在管理不规范、告知
不到位、医风医德不端正等问题。目前，
已对安康兴安医院停业整顿，停止主治医
生操某某执业活动，约谈并责令医院院长
辞职，责令医院严肃处理业务副院长、科
室主任和医生操某某。患者及家属已与
医院就纠纷自行沟通协商一致。

网传“无病女学生被推上手术台”，陕西安康公布调查结果

涉事医院停业整顿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7 日电
（记者 和苗）瑞典文学院7日宣布，将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家阿卜杜
勒-拉扎克·古尔纳。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
当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揭晓获奖者时说，古尔纳因围绕“殖民历
史”和“难民经历”的文学创作而获奖。

作家古尔纳获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

据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近日，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黑龙江省追逃办具
体指导下，经哈尔滨市、尚志市两级纪检
监察机关不懈努力，外逃7年的“红通人
员”、职务犯罪嫌疑人魏奇回国投案。

魏奇，1960年5月出生，哈尔滨市
私营业主，涉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于

2014年9月出逃境外。2015年3月，尚
志市人民检察院对魏奇立案侦查。监察
体制改革后，该案移交尚志市监察委员
会办理。2016年3月，国际刑警组织对
其发布红色通缉令。

魏奇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受贿
行贿一起查一起追，扎实开展职务犯罪
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的重要成果。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一起追的重要成果

“红通人员”魏奇回国投案

新华社太原 10 月 7 日电 （记者
王劲玉）记者7日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
县委宣传部获悉，受近期强降雨影响，平
遥古城城墙发生局部坍塌，城墙抢险修
缮程序已对接启动。

目前，有关部门已及时清理脱落地
表的夯土、砖块，在城墙坍塌段设置隔离
围挡和警示标志，对险情段墙体进行遮
盖和应急处理，防止发生二次坍塌，确保

古城居民和游客人身安全。
平遥城墙作为大型露天土质文物建

筑，连续强降雨是墙体安全的最大威
胁。受近期强降雨影响，平遥古城城墙
84号内墙于10月5日6时30分发生局
部坍塌，坍塌长度约25米，未造成人员
伤亡。目前平遥县加大古城墙全天候巡
查检查频次，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城墙险
情，全力确保古城墙本体安全。

强降雨致平遥古城城墙局部坍塌

神舟十三号神舟十三号
已已就位就位！！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近期择机发射

新华社酒泉10月7日电 （李国利 邓孟）神舟十三号
船箭组合体7日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10月7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F遥十三运载火箭
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
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
等工作。

▶10 月 7
日，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神
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与长征二
号F遥十三运
载火箭组合体
准备转往发射
区。 新华社发

综合新华社10月7日电 10月7
日 17 时 42 分 ，飞 往 郑 州 的 南 航
CZ570R航班从新疆伊宁机场起飞，
这是7日起飞的第二架载有因疫情滞
留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疆外旅客的
飞机，预计当天还有两架次航班准备
离伊。

记者从伊犁州党委宣传部获悉，
伊犁州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积极研
究制定因疫情滞留伊犁州的疆外旅
客安置返回方案，实施外省旅客点对
点转运工作，同时积极协调民航、公
路等部门，预计7日有600名旅客乘
机离伊。

伊犁州将继续协调加开更多的航
班，协调铁路部门逐步开通车次，陆续
安排滞留的疆外游客有序离伊。

霍尔果斯市2例无症状感染者
新冠病毒均为德尔塔变异株

7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伊
犁州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陈正发介绍

霍尔果斯市疫情流调溯源情况时表
示，10月5日，霍尔果斯市已开始第三
轮全员核酸检测，截至10月 6日 19
时，全部结果均为阴性，目前霍尔果斯
市已启动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经对10月3日霍尔果斯市报告的2例
无症状感染者进行新冠病毒基因测序
分析，新冠病毒100%同源，均为德尔
塔变异株。

陈正发表示，这2例新冠病毒基
因组与国内近期本土疫情、输入病例
比较，均未发现高度同源的基因组序
列。

10月3日0时至10月6日24时，
伊犁州（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可克达拉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例，
为霍尔果斯市报告；无症状感染者4
例，其中霍尔果斯市2例，兵团第四师
可克达拉市62团2例。

厦门中高风险地区“清零”
福建四地实现全域“低风险”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
挥部7日宣布，自10月7日21时起，
将现有3个中风险地区和1个高风险
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实现全市中
高风险地区“清零”。

指挥部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还
宣布，7日21时起，撤除离厦通道通行
查验点，在厦人员离厦不再查验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此前，漳州、泉州、莆田已陆续宣
布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随着7日21
时厦门中高风险地区“清零”，福建省
本轮本土疫情波及的四地将全部全域
转为低风险地区。

福建本轮本土疫情自9月10日发

生以来，先后扩散至莆田、泉州、厦门、
漳州四地。

福建省卫健委7日通报，自9月
10日本轮本土疫情发生起，截至10月
6日24时，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
例468例，目前住院195例，无死亡病
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尚在接受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0例。

哈尔滨市南岗区爱达88小区
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记者从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指挥部获悉，根据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咨询组综
合评估研判，市指挥部决定，自2021
年10月7日24时起，将哈尔滨市南岗
区爱达88小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部分因疫情滞留新疆伊犁旅客有序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