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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父老乡亲歇一歇，听我给
你们唱一折，十九大春风吹得好，容
我慢慢给你摆个白……”12月6日，
在开州区汉丰街道迎宾社区小广场，
一位七旬老人敲打着金钱板，乐呵呵
地说唱着。

老人叫王志成，今年77岁，家住
汉丰街道迎宾社区，是大家眼里熟悉
的“喜乐神儿”，被大伙儿称为“快板
大爷”，他将十九大精神编进快板，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十九大，受
到群众的欢迎。

“我从小喜欢唱歌，性格活跃，是
个爱说爱唱的角儿。”重庆日报记者在
王志成随身携带的小包里，看到了几
个厚厚的小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地写
着各种不同的歌词。“这些都是我闲来
没事整出来的。”王志成说，他现在收
集保存的小本子还有10多本，全部是
他花心思写出来的歌词，有的是借用
流行歌曲的曲子改的词，有的是三句
半、花鼓戏，大量的是金钱板等曲艺类
歌词，并且在不同场合表演过。

“孝敬老人要厚养，百年归世讲
薄葬，红白喜事要从简，减轻压力少
负担，一心一意搞生产，把十九大精
神记心间，新开州，树新风，民族复兴

的中国梦，早早能实现……”在和谦
镇仁和村，王志成老人敲起快板，洪
亮的声音，惹得居民掌声阵阵。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后，王志成又围绕十
九大精神，潜心创作“顺口溜”。“党的
十九大明确指出了中国的发展之路，
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描绘了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好蓝图，要实现
伟大梦想，就必须营造一个团结和谐、
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环
境。我当好这个宣传员，也算是竭尽
所能出一份力。”王志成说出了他的心
里话。“其实，我的舞台到处都是，三五
个居民站在一起，我就可以开演。”王
志成头脑灵活，看到什么，马上编写，
出口成歌，还非常有教育意义。

“老王编的歌词简单易懂，非常淳
朴，观众听起来容易引起共鸣。”居民
邹品权说。居民陈代莲说，每次看到
老王在街边当“演员”时，她再忙也要
停下脚步听一听，“大家都喜欢听老王
唱金钱板、花鼓戏等，有趣得很！”

近段时间，王志成不顾年事已
高，主动加入开州区委宣传部组织的
十九大精神文艺宣传队，走进学校、
社区、军营等地，用他独特的方式把
党的十九大精神传遍千家万户。

开州区“快板大爷”自编节目宣传十九大精神

“当好宣传员，我尽一份力”
本报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李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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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2月
6日，重庆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六进”文艺宣传队走进巫山县双
龙镇龙泉希望小学，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艺形式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文艺宣传活动一开始，相声《咱
们家里喜事多》便吸引了上百名村
民驻足观看，演员们将十九大报告
融入诙谐的相声语言中，逗得观众
笑声阵阵。

“党中央召开十九大，全国喜洋
洋；生态文明，大开放；巫山到处一
片，好风光……”紧接着，由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蒋泽光带来的
金钱板《走进新辉煌》将文艺活动
推向了高潮。只见蒋泽光手持三
片竹板，打出铿锵有力的节奏，配
合抑扬顿挫的唱词，不时赢得观众
阵阵掌声。

“听说市里的文艺演员要来我们
村搞文艺宣传活动，我一大早就拉着
媳妇赶来占座位。”双龙镇三羊村村
民方德利高兴地说：“看完表演，我对
十九大精神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尤其
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乡村振兴战
略，更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今年43岁的方德利是名返乡农
民工，几年前，他返回家乡发展生猪
养殖。可那时，村里不通公路，他卖
头猪得靠人力背到几里外的场镇，除
去运输成本，根本赚不了多少钱。正
当方德利准备放弃，重新外出务工
时，村里通了公路，硬化路一直修到
他家门口，他不出家门就有买家主动
前来收购生猪。“这几年我不断扩大

养殖规模，今年一共饲养了二十头生
猪，预计年底能挣3万多元。”方德利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文艺表演里说党中央要让每个
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这真是说到我们心坎上了。”龙泉希
望小学校长陈家龙有些激动：“现在

学校配备了电脑、投影仪，教学环境
已比以前好多了。随着十九大精神
的贯彻落实，今后，城乡教育差距会
进一步缩小，这对我们农村孩子的
学习成长会更有利。”

据了解，目前，市委宣传部、市文
化委、市文联已组建10支文艺宣传

队，他们将走进企业、农村、机关、校
园、社区、军营开展100场“六进”文
艺宣传活动。此外，各区县（自治县）
也将抽调本地文艺骨干组成文艺宣
传队，开展“六进”文艺宣传活动
1000场，让广大群众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六进”文艺宣传队将十九大精神送到巫山双龙镇

“乡村振兴战略，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这个要严格对标对表中央要求。”
“党委要负主责，党委书记任‘施

工队长’这样的表述不能省略。”
“我们区县监委没有下级机构，

在案件管辖方面，不能沿用分级负责
原则了，怎么处理合适？”

……
日前，市纪委组织部、研究室、案

件管理室、法规室和办公厅的同志兵
分五路“摆摊”办公，来自全市38个
区县的相关纪检监察干部手拿文件，
排队等候。

这是我市各区县深化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会审现
场。市纪委组建的5个会审组，当场
对各区县递交的实施方案进行审核，
面对面反馈意见，答疑解惑。

“区县监委没有下级机构，对案
件管辖不能照搬分级负责的原则。”
在审核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纪委递交
的实施方案中，市纪委案件管理室主
任王文学拿笔圈了出来，“应该是县
监察委员会统一管理本地区监察事

务，不适用分级负责了。”
随后，看到不少区县递交的方案

中，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王文学当
即交办工作人员：“马上打印一个模
版，让大家带回去。”

机构设置、人员转隶、编制划转
是改革的关键，也是实施的难点。为
此，市纪委组织部会审组“摊位”前排
队人员最多。为了提高会审效率，市
纪委组织部专门印制了一个统计表，
在递交方案的同时，区县纪委需提交
这份统计表，上面罗列了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领导职数等情况。比如，
纪委现有内设机构多少、检察院拟撤
销机构多少、拟设纪委监委内设机构
多少，都要填写清楚，确保一目了然。

“新设立的机构数量，不能超过
纪委现有机构和检察院拟撤销机构
的总数，‘三不增’是原则。”会审中，
针对个别区县想要增加拟设机构总
数的问题，会审组工作人员核对数
据，非常较真地给予纠正。

市纪委组织部部长王旌骅被团

团围住，不少区县“扭到”他讨论增
加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问题，他不厌
其烦重申“三不增”原则，“这是中
央的要求，必须落实到位，没有一点
商量余地。”王旌骅拿着手里的“操
作指南”，“我们按照中央要求，根
据市委制定的实施方案，下发了区
县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组织人事
工作指导口径，全部都有据可依，要
吃透精神。”

“这么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容
不得一点差错、走样。”永川区纪委
书记夏庆英拿着修改过的实施方
案松了一口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时间紧任务重，基层压力非常大。
通过这样的现场办公会，为我们搭
建了直通车，纠偏答疑，好比吃了一
颗‘定心丸’。”

会审现场，市纪委研究室、法规
室、办公厅等会审组也根据职责分
工，对各区县方案涉及部分进行认真
核对，提出修改意见。

“这样的现场办公好。”江北区

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李维良说，
就像医院“会诊”一样，对所有实施
方案挨个“体检”，提前预防问题把
好关，避免各区县五花八门、各搞一
套，保证了中央的改革要求不折不
扣落到实处。

荣昌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粟扬本来对领导班子配备、转隶人员
资格条件等存在一定疑惑，通过现场
咨询沟通，她已经心中有数。“当面答
疑，避免了区县跑腿，提高了效率。”
她说，对不同区县的特殊情况，还给
予差异化指导，务实管用。

“就是要统一思想，帮助大家吃
透精神、解透试点，不带着任何问题
回去。”市纪委负责人表示，这是我市
落实十九大精神和市委动员部署会
要求采取的具体举措。为确保现场
办公成效，市纪委相关处室将工作做
在前端，提前审核了所有区县提交的
方案，并制定了相应模版，帮助各区
县高质量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确保改革不减速、不走样。

一次特殊的现场“会诊”
本报记者 何清平

“六进”文艺宣传队在巫山双龙镇演出。 记者 左黎韵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12 月 6
日，九龙坡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六进”文艺宣传暨“讴歌十九大·畅想九
龙坡”诵读会在铁路中学千人礼堂举行。

“不忘初心，有如天空般宽阔的胸襟；继
续前进，因为有强大的人民一起同行。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著名词作家、音
乐剧台词总监梁芒为九龙坡区精心创作的
诗歌《不忘初心》，被朗诵得荡气回肠、感人
至深。

诵读会分为“不忘初心、使命在肩”“开拓
奋进、铿锵誓言”“江山多娇、九龙腾飞”三个
篇章，来自九龙坡区各行各业的文艺骨干一
起用诗歌讴歌党的十九大，畅想美好生活。

九龙坡举办“讴歌
十九大·畅想九龙坡”诵读会

用诗歌
讴歌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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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近
日，巴南区圣灯山镇天坪村8社村民
喻绍雄的农家院坝里，大学生村官熊
峰和付桂平气定神闲地站在村民中
间，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这已是他
俩联袂开展的第13场宣讲了。

两位村官对宣讲的内容、群众提
问的应答、现场气氛的调动早已成竹
在胸。围绕村民群众最关心的乡村
振兴、脱贫攻坚、农村改革等问题，两
人用接地气的土言土语深入浅出地
宣讲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精神，并不
时解答村民的提问。

“咱们村里的土地不成规模，一
些农户不愿意流转，农业产业规模也
不大，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出些
点子？”村民廖良其问。

熊峰回答：“十九大报告确定了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
年不变，这是党中央给咱们村民的

‘定心丸’，现在村民们可以放心大胆

流转土地，也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坡耕
地改造出来。”见村民们听得认真，他
接着说，“村里两委正在研究，准备集
中精力搞一两个产业。一根筷子容
易折，十根筷子折不断，汇聚大家的
力量才能形成规模经营，对不对？到
时候村里需要流转土地时，大家支不
支持？”一席话引得村民们一片叫好，
连连说：“支持，当然要支持噻”。

据了解，目前，巴南区 44 名大
学生村官已全部注册成为十九大精
神志愿宣讲员，由各村的党员群众
在公共文化物联网上根据村官的简
介和宣讲后村民群众的反馈评价，
进行“点单”预约宣讲。为确保大学
生村官积极参与、争当优秀宣讲员，
巴南区还将十九大精神宣讲情况纳
入了大学生村官年度考核的重要内
容。目前，44 名大学生村官已在
198 个村开展宣讲，实现了村村全
覆盖。

村民“点单” 村官宣讲

巴南44名大学生村官
将十九大精神带进198个村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决
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是人民！”“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
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
众监督！”12月 6日，渝北区会议中
心内，来自该区各镇街、区级部门、
区属国有公司以及各镇街群团的
20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围绕党的
十九大精神展开知识竞赛，进一步
加深了大家对十九大精神的理解

和体会。
据了解，此次比赛分为个人必答

题、抢答题和风险题三个环节，20支
队伍你争我抢、竞相答题，现场洋溢
着朝气和活力。渝北区古路镇干部
刘丹表示，采取知识竞赛的形式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但气氛
热烈、形式活跃，也加深了自己对于
十九大精神的理解，这样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记得牢！

渝北区举办知识竞赛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这样学习记得牢”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通讯
员 李美华）12月5日上午，巫溪县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六进”文
艺宣传首场活动在该县五新村拉开
帷幕，当地文艺工作者精心编排的节
目受到了村民们的好评。

“上齐那个天来下靠那个河，没
有那个边来没有那个角，岭接岭来
坡连坡哟，山山水水都是咱书记的
办公桌……”巫溪县县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进村入户，该县文艺工作

者结合当地实际，创作了一批十分
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文艺作品，用
老百姓喜欢听、听得懂的方式进行
宣讲，比如歌曲《第一书记的办公
桌》、《你是我的方向》，快板《北
京 开了十九大》、《乡村振兴我来

夸》，诗朗诵《这个时候我要歌唱》，
三句半《十九大精神指方向》等，采
用这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形
式，就是为了让十九大精神文艺宣
讲更加接地气。”

据了解，该县紧扣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走进新时代等主题创
作了文艺节目，并将在一个月内
走进该县 32 个乡镇（街道）和学
校、工厂、军营进行巡回演出，实
现十九大精神“六进”文艺宣传全
覆盖。

巫溪县创作接地气的文艺作品宣讲十九大精神

让老百姓喜欢听听得懂

近日，梁平区梁山街道北池社区北池花园楼院，80岁党员张龙贵以快板说
唱向居民宣讲十九大精神。连日来，梁平区以舞蹈、快板、花鼓说唱等形式，把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惠民政策送到基层。 特约摄影 刘辉

梁平 让十九大精神宣讲进楼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