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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下午，市委党校。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组
织部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
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这里举行首场报告会。

首场报告会的第一组8名成员中，有党龄71年的
老党员，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有潜心科研的

科学家，有精益求精的劳动模范，有促进和谐的时代
楷模，有心系乡亲的致富带头人，还有奋发进取的青
年党员。

他们用自身的经历，讲述了一个个守初心、担使
命的动人故事，诠释了共产党人的铮铮誓言和本色初

心，给人一股直击心灵的精神力量。
90分钟，40余次掌声，还有无数泪光在眼眶中

闪动。
掌声、泪水，感动、温暖……
致敬！先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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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成员 90分钟 40余次掌声

掌声里泪光中，先锋的力量催人奋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首场报告会在市委党校举行

本报记者 陈国栋 杨铌紫 实习生 李明岩

李玉珍，今年 90 岁，党龄 71
年，她说：“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浑身充满干劲，我要永远跟党
走！”

向仲怀，从事蚕桑教育和研
究 65 年了，他说：“科技报国，我
责无旁贷。”

毛相林，带领乡亲们用 7 年
时间在悬崖绝壁上抠出了一条
8公里长的“天路”。

……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共产党员。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
点，能看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
样子：不是说起来“大道理满口
跑”，更不是做起来“雷声大雨点
小”，而是“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
出来”，用实干和奋斗书写打动人
心的篇章。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
以行者，其应必速。这就是先进
典型的力量。这些人物，有不朽
的风骨，有感人肺腑的品行。坐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共
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现
场，近距离感受他们的初心，相信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会受到一次精
神的洗礼。

我们为什么会在听到革命
烈士家书时眼含热泪？为什么
会为科技领跑世界感到无比自
豪？为什么会为一条乡间公路
心潮澎湃？又为什么会在听到
那一声“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呼喊时，忍不住鼓
掌？因为，这些优秀共产党员践行初心和使命所
散发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感染和激励着我
们，融入了我们的血脉之中，化为了我们共同的
精神家园。

从革命年代不惧流血的“钢铁战士”，到建设
岁月里不辞辛劳的“劳模标兵”，再到改革开放中
勇往直前的“先锋主力”……正是一批又一批像李
玉珍、向仲怀、毛相林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怀抱
坚定信仰、永葆为民初心，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推动发展航船乘风破浪、高
歌前行。对照他们，看一看自己，每一名党员干部
都应看到努力的方向，增强行动的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要善于学典型》中强调：
“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在今天，新时代
的大门已经打开，以优秀共产党员为标杆，把榜
样的精神和力量融入到工作中，多下啃硬骨头的
苦功夫，就一定能在实干中战胜困难，在发展中
解决问题，不负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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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结束后，党员在报告会现场重温入党誓词。 （本版图片由记者罗斌、魏中元摄）

掌 声
是对初心不改、勇担使命者

的崇高敬意

7月16日下午2点半，市委党校综合
楼二楼报告厅。当一位身着素雅长衫，迈
着稳健步伐的老人走到报告席前时，台下
顿时报以热烈掌声。

“大家好！我叫李玉珍，是江北区的
一名离休干部，今年90岁，党龄71年。”听
完她的自我介绍，台下再次鼓掌。

李玉珍出身穷苦家庭，在15岁参加
妇女识字班时认识了杨老师，这也是其人
生中结识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从此共产主
义思想的种子在她心里萌芽。

“1947年，反动派严酷打击和摧毁学
生运动，组织就安排我为川东游击队送
信。”她说，为了通过封锁线，自己常常在
晚上通宵奔走。一次，为了把敌人马上要
围剿的消息送出去，她顺着山林里运木的
伐道滑下去，弄得全身血肉模糊……后
来，江竹筠被捕，组织安排李玉珍回主城
做联络员，和战友共同照顾江竹筠的儿子
彭云。在“11·27”大屠杀中，面对敌人的
暴行，李玉珍主动前往现场，负责接待烈
士家属和遗体认领工作，在现场足足守了
三天三夜。

解放后，李玉珍先后在市妇联、市委
党校、江北区供销社干果公司工作。她感
恩党给了她新的人生和崇高的信仰，“虽
然我今年已经90岁了，但我觉得自己还
很年轻，浑身充满干劲，我要永远跟党
走！”

第二个出场的是梁平区军休中心退
休干部、志愿军老战士蒲良培。身着戎
装，胸前挂着军功章的老人，精神矍铄。
他以一个标准的军礼，在掌声中开始了他
的讲述。

蒲良培也出身于贫苦家庭，是共产
党让他吃上饱饭，过上了好日子。“朝鲜
战争爆发那年，我才19岁，听说乡里要
动员两个人去当兵，我就报了名。”讲到
这里，这位老兵哼唱起当年那首让人热
血沸腾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
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
乡……”台下听众受到感染，一起为他
打起拍子。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大学教授向仲
怀科技报国的经历也让人感慨：中国是蚕
丝大国，但2001年在法国里昂召开的家
蚕基因组国际会议，却没有邀请中国参
加。后来，与中国合作研究的日本专家，
也于2003年初单方面启动家蚕基因组测

序，让他深受触动。
“基因知识产权关系我国蚕业发展，

岂能不争……为祖国至高荣誉，为民族文
化传承，为我国蚕业发展，我们一定要不
辱使命，一定要赢得竞争！”向仲怀掷地有
声的话，赢得阵阵掌声。

向仲怀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向仲怀和他的团队紧
急启动相关工作，攻坚克难，苦战100天，
终于完成了家蚕基因组6倍测序计划，并
随后宣布中国率先完成了家蚕基因组框
架图。紧接着，他们完成的一系列领先成
果，确立了我国蚕业科学系统性的引领地
位。

……
报告会现场气氛热烈。记者留意到，

在一个半小时的报告时间里，台下听众为
大家的精彩报告共鼓掌40余次。

泪 光
他们的付出和牺牲让人动容

报告会现场，报告团成员们声情并茂
地讲述，让台下听众为之动容。

讲到天坑悬崖峭壁上那条用生命换
来的“天路”，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主任
毛相林几度哽咽。

“之前，因为没有公路，先后有23人
在悬崖上摔死，75人摔伤、残疾……”毛相
林不服气地说，“改革开放都恁个久了，下
庄不能再这样下去！一定要在悬崖上修
条路！”

当讲到两名年轻人因为修路先后遇
难，但全村男女老少仍一致支持修路时，
台上的毛相林眼睛湿润了，台下的不少观
众也悄悄抹眼泪。

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主
任、“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办公室主任梅
玫说，一次，她跟同事办理一起未成年人
伤害案件，开庭时，发现伤人的几个未成
年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一点没有悔过
的表现，让她很担忧。“怎样做才能让他
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正悔悟
呢？经过反复思量，我们大胆提出将被
告人、被害人以及双方的父母请到一起
开个见面会。”

出乎意料的是，见面会的效果很好，
现场啜泣声一片。14岁的受害者哭着抬
起包着纱布的手臂给大家看，担心手会残
废。说起抢救儿子那揪心的几个小时，受
害者的父亲也忍不住埋头痛哭。亲眼目
睹带给别人的痛苦，几名未成年被告低下
头，终于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后果，泪流
满面，真诚地向对方道歉。

潼南区星火志愿服务协会会长高艺，
讲述了协会扶助民生的事例。塘坝镇罗
坪村的小桥7岁时父母离异，与患有间歇
性精神病的父亲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艰
难。2015年暑假，即将上大一的他，在家
被父亲用滚烫热油烫伤大腿。巨额的医
疗费让小桥家几乎陷入绝境，协会一边积
极为小桥筹款治病，一边为他进行心理疏
导，同时也联系小桥所读大学，说明情况、
延迟入学。

“后来，当我们把痊愈的小桥送到大
学校门口时，这个被滚油烫伤都没掉泪的
孩子，却在那一刻哭得一塌糊涂……”高
艺很是感慨。台下听众也感同身受，大家
为这名年轻人和他的团队所作的努力频
频点赞。

名 字
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
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
叛党。”

报告会结束后，李玉珍与另外7名报
告团成员带领整个会场的党员们重温入
党誓词。此时，每一位党员都谨记：我们
曾面对党旗庄严宣誓，这是一份共产党员
的责任、使命和荣耀。

“我立志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
业，一干就是30年，像树木一样扎根在群
众工作沃土之中，甘于平凡，长期坚持，热
爱群众，对党忠诚。”江北区观音桥街道

“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说。
30年来，马善祥调解了2000多件矛

盾，也总结了近60种调解矛盾的方法。
为了帮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老马
为他找工作，对方起初挑三拣四，还常与
人发生矛盾。老马没有放弃，经常给他讲
依靠劳动改变人生的一些道理，希望他自
力更生，用双手去创造自己的幸福。在老
马的教导下，他从清运垃圾、到冲洗公路、
再到开洒水车、管理清洁工队伍，到现在
成为分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一天天不断
进步。

“这35年我其实过得很简单，就是做
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尽了一名党员的本
分。”中铝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压机锻压工刘永刚在平凡岗位上干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

正是守着要为航空航天、国防军工
锻造出更合格产品的初心，刘永刚先后

优化生产操作60余项，参与工艺革新和
质量攻关40余项，带领团队实现了行业
的5项历史性突破，打破了美国、俄罗斯
等国的技术壁垒。先后参与完成了5米
级锻环、“亚洲第一环”、C919大飞机以
及“长征”系列火箭、“神舟”系列飞船、

“嫦娥”系列卫星等铝合金材料的生产试
制任务。

反 响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前行的

方向”

7月16日下午，市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巡回指导四组，以及市委
台办、市民族宗教委、市工商联、市侨联、
市贸促会、重庆欧美同学会、市委党校、市
政府文史馆、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约700名
党员干部聆听了首场报告会。

此次报告会是一场饱含深情、发人深
省的报告会，是一场催人奋进、鼓舞人心
的报告会。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讲述，同
样打动人、鼓舞人，引发现场听众的强烈
共鸣。

“他们每一个人都精益求精做好本职
工作，这是一种伟大的平凡。”市委党校党
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张健说，作为党校的
一名党员干部，今后将全身心投入到教
学、科研上，把每一堂课上好，把每一个科
研项目完成好，用实干实绩来体现一名党
员的担当。

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进说，
报告让人心灵受洗礼、思想得锤炼、党性
受教育，“我将立足岗位，全心全意为民营
经济服务，帮助他们解决操心事、烦心事，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民宗委人事处副处长刘启亮说，当
90岁高龄的老党员李玉珍第一个走上台
作完报告后，他感受到老人心中那份坚定
的信仰，而自己的内心也受到了极大的震
动，“李玉珍老人的事迹体现了她舍小家、
顾大家，忠诚为党、一心为民的可贵品质，
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
心。”

“心中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
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淡泊名
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报告会结束
后，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邓凌
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这是她听
了向仲怀院士事迹后的感悟，“82岁的他
依然走在科研的第一线，带领年轻人搞科
研，他是真正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精
神，将一直鼓舞我在教育事业上不断前
行，勇攀高峰。”

报告会现场。

报告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