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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扶贫济困无偿修路的“活雷
锋”——杨云

杨云，男，44岁，涪陵兴达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泥工组长。

杨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主动
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积极投身施工
技术改造。他热心公益、扶贫济困，
先后资助重病患者、孤寡老人、贫困
工友等30多人，无偿为家乡修路300
米，带动 2000 余名农民工就业。一
路走来，从一开始的只能为路边流浪
汉买一餐饱饭，到渐渐有能力为乡
亲、工友、家乡做更多的事，帮人们渡
过难关、替村子解决难题，善行善举
一坚持就是十余年。“我的想法很简
单，秉承感恩之心，尽一己之力带动
身边的人一起做好事、做善事，回馈
社会。”杨云表示，会继续在扶贫济困
的路上走下去，力所能及地帮助更多
有需要的人。

二、5年如一日看望敬老院老人的
贴心“孙女”——陶彦言

陶彦言，女，14岁，綦江区古南中学
学生。

五年前，9岁的陶彦言在学校组织
的一次课外活动中到永城敬老院做义
工。从此，便与这里的老人结下了不解
之缘。每到节假日，她都会前往敬老院
为老人们过生日、打扫卫生、清洗衣物、
修剪指甲、送药递水、按摩身体……每
次去的时候或买些糖果糕点，或带去
一条围巾一个暖手炉，给老人们讲学
校发生的趣事，讲自己的考试成绩，讲
班上那些调皮和听话的孩子，讲綦江
的高楼和大桥……每次到敬老院，老
人们都要围着她絮絮叨叨，张婆婆从
衣服里拿出为她留的小枣，李奶奶变
戏法儿似地掏出一把花生，老少相亲
其乐融融。

三、坚持为老人免费理发十余载的
理发师——樊维

樊维，男，37岁，大渡口区春晖路街
道理发师。

樊维是一名普通的理发店老板，但
他有个特殊的头衔——“签约”理发
师。与他签约的对象不是明星，不是上
班族，而是一群老人。10余年来，他累
计“签约”了50余名行动不便且生活自
理困难的社区老年人，免费为他们理发
3800余次，并且毛遂自荐，定期到附近
的几所养老院为老人提供义剪服务
3000 余次。一个人的力量毕竟太薄
弱，慢慢地，樊维萌生了组建队伍的想
法，他动员店里的每位员工一起参与，
组建了“义剪”志愿服务队，积极参加各
类社区志愿服务活动150余场次，服务
社区居民5100余人次。樊维用自己的
方式传递爱心，就是想让大家从这些小

事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温暖。
四、激流中勇救落水女子的八旬老

人——宋吉昌
宋吉昌，男，80岁，北碚区龙凤桥街

道居民。
2019年5月8日下午4点左右，在

北碚区嘉陵江正码头附近，一位年轻女
子独自一人在江水中走动。80岁的退
休教师宋吉昌游完泳刚上岸，见到女子
的异常举动，便一直注意观察。突然年
轻女子向江中冲了下去，宋吉昌随即跟
着跳入江中，另外两位准备往岸边游的
老人也跟着冲了过去。当时水流比较
急，经过大半个小时的营救，三位老人
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年轻女子救上岸。
被救上岸的女子一言不发，宋吉昌不顾
疲惫不堪的身体，还忙着和旁边的群众
一起开导她，直到民警来到现场，宋吉
昌才放心回家。

五、错过马拉松救下“一楼人”的英
雄小伙——张书予

张书予，男，27岁，重庆公路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品运输分公司安
全员。

“马拉松没了还可以再跑，整栋楼
的邻居生命只有一次。”2019年3月31
日凌晨，沙坪坝区升伟新时空小区一
栋居民楼突然着火，这一幕正好被出
门参加重庆马拉松的张书予撞见，他
急忙下楼通知保安并报警。随后提起
灭火器又冲上楼，只见黑色浓烟夹杂
着火焰不断从楼道口电线井冒出往逃
生楼梯里弥漫。紧急关头，他开始逐
层叫醒还在睡梦中的邻居逃离，随后
还配合消防员将火扑灭，他也因此错
过当天的马拉松比赛。沙坪坝区覃家
岗派出所副所长彭景表示，正是因为
张书予及时报警和疏散居民，才为灭
火赢得了更多时间，也避免了火情蔓
延和人员伤亡。

六、攻坚克难默默耕耘的电力工程
师——冯德伦

冯德伦，男，54岁，国网重庆南岸供
电公司副总工程师。

灯火阑珊的背后，总有一群坚守岗
位、“点亮”城市的电力工作者，冯德伦
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电力战线耕耘
了34年，把接线图、操作规范牢牢地装
在脑子里。调度员的工作尤为重要，
不仅维系着电网安全，更关系到员工
的生命。因此他对工作要求严，多年
来电网调度操作零失误。从调度员到
副总工程师，无论是抢险救灾、重大活
动保电的安排指挥，还是重点工程、重
大事项的组织协调，他总是第一个站
出来，想方设法攻坚克难。他甘于奉
献、敢于拼搏，多次获得国家电网公司
劳动模范、国家电网公司“双越之星”
先进个人、“重庆五一劳动奖章”等荣
誉。

七、年逾九旬仍坐诊的国医大
师——段亚亭

段亚亭，男，91岁，重庆市中医院退
休医生。

段亚亭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70余
年，主编或参编《新中医学三字经》等著

作近10部，撰写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
或指导团队科研课题10余项，他将数
十年行医经验融于传统古方，开创了中
医治疗急症的先河，创制、研发“除湿
汤”“更年汤”“双补汤”等新方及院内制
剂近10种，至今仍被临床所习用。他
还将数十年积累的学术经验慷慨传授
给弟子，在他遴选的中医继承人中，文
仲渝、李秀华已成长为重庆市名中医。

“段老如今年事已高，仍风雨无阻地坚
持坐诊，是我们的榜样。”文仲渝说，正
因为有这样一个言传身教的好老师，自
己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进
步。

八、坚守43载照顾患病女儿的七
旬老父亲——刘廷科

刘廷科，男，70岁，潼南丝二厂下岗
工人。

晓军是刘廷科的独女，已瘫痪在
床 43 年。刚出生时，脑袋没法直起
来，夫妻俩想尽办法四处求医，也没
能治好。从此，晓军再也没离开过床

和沙发，刘廷科和妻子共同守护着女
儿，直到 2007 年妻子病逝。2007 年
后，照顾女儿的任务落在了刘廷科一
人身上。家里还有 96岁高龄的母亲
常年卧床，一老一小，吃喝拉撒全靠
他。刘廷科说，他的生活每天都是重
复的，早上很早起床，解决母亲和女
儿上厕所的事，然后抓紧时间出门买
菜，再回家做饭，路上不敢耽搁。做
好饭先端进房间递到母亲手里，再回
来一口一口喂女儿吃。他说，生活的
重担压不垮他，他会努力撑起这个
家。

九、带着病重养父上学的大学
生——于婷婷

于婷婷，女，21岁，重庆财经职业学
院学生。

于婷婷自幼被父母遗弃，养父于
万全将她带回家把她抚养成人，也正
因如此，养父至今未婚。自从2014年
养父于万全被查出患有肝硬化及布加
氏综合征等大病后，于婷婷就承担起
了照顾父亲的重任。2018年她考上了
大学，也因此陷入两难——病重父亲
无人照顾，上学机会不愿放弃。最终，
她决定带着养父借钱上大学。为了照
顾父亲，她在校外租了房，每天奔走在
学校、租房、医院之间。如今，养父浑
身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病情也有加重
迹象，于婷婷每天坚持给父亲擦脸、翻
身，尽全力照顾好父亲，她还利用课余
时间兼职赚钱补贴家用。即便如此，
她也没有落下一节课，学习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

十、用勤劳和智慧脱贫致富的坚强
好男儿——李绪斌

李绪斌，男，43岁，巫溪县文峰镇长
沙村1社村民。

李绪斌生活在秦巴山深度贫困
地区，8岁时因一场大病，他的后背渐
渐凸起。14岁时，厄运再次降到李绪
斌头上。二哥因家庭琐事寻短见离
开人世，二嫂改嫁扔下9个月大的侄
女，大哥过得穷苦，顾不上家里老
人。李绪斌只好提前挑起养家的担
子，为撑起家庭开支，特别是侄女的
上学费用，他开始贩卖木材、黄牛，赚
差价补贴家用。当时买卖牛都需要
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直到 2016 年，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李绪斌
建起了养牛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
他又注册了“幺驼背养殖专业合作
社”，在发展养牛场看到脱贫致富的
希望后，他又和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签订了“借牛还牛”合同，带领乡亲一
起脱贫致富奔小康。

（记者杨铌紫整理，图片由市委宣
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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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徐若菡）分享感动故事，共建最美
巴渝。7月26日，2019年第五期“最美
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发布会在涪
陵区举行。冯德伦、于婷婷、张书予、樊
维等10人获得“最美巴渝·感动重庆”
月度人物称号。

今年54岁的冯德伦已经在电力战
线工作了34年，他从调度员干到副总
工程师，活跃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也
组织协调了无数电力工程。发布会上，
冯德伦说，电力行业是个高危行业，他
入职第一天老师傅们就教给他“安全是
第一位”的准则。也是从那时起，冯德

伦就有了“能够干到九分九，绝不只干
九分八”的工作理念，扎根电网调度员
岗位十六年。

当被问及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电
力岗位的苦与累时，冯德伦说工作应该
是快乐的，自己尽力做到最好，也能给
别人带来快乐。他坚持每天上班前一

小时在车间里开嗓唱歌，同事们因听到
他的歌声而快乐，他也因为让大家感到
快乐而满足。当天，在满场观众的欢呼
下，冯德伦充满激情地唱起《我和我的
祖国》，掌声一阵接着一阵响起来。

来自涪陵的杨云则是把这种十几年
如一日的坚持倾注在帮扶乡亲邻里上。

发布会现场，他说着一口乡音，向在场观
众讲起了自己行善助人的初心。原来，
在杨云很小的时候，同村的村民曾不顾
生命危险跳进水塘救过他，那时候起，他
便决心要回报这份恩情。后来，杨云的
救命恩人成了孤寡老人，杨云便义无反
顾地担起了照顾老人日常生活的责任，

并且利用自己所长为乡亲们无偿修路。
“听了感动人物们的访谈分享，不

得不感叹于助人为乐的力量在人与人
之间的奇妙传递，有些人因为自己被帮
助过所以感恩回馈社会，有些人用自己
困境中的乐观为自己和他人加油鼓劲，
而他们只是平凡的普通人。”现场观众
杨琳在发布会后动情地说，就像发布会
开场《好人就在身边》歌曲里唱的那样，
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同事邻里，也许
就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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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19年6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3家供水企业的3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检结

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东部
水务技术
开发有限
公司朱家
岩水厂

重庆贝迪
自来水有
限公司

（二氧化
氯）

重庆市黔
江区泰来
宏达自来
水有限公
司白家湾
水厂

《生活饮
用水卫生
标准》

GB5749-
2006（限

值）

备注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管理处 咨询电话：63061623

出厂
水

管网
水

出厂
水

管网
水

出厂
水

管网
水

出厂
水

管网
水

余氯/二
氧化氯
mg/L

0.88

0.80

0.47

0.26

0.33

0.34

余氯≥
0.30

二氧化
氯≥0.1
余氯≥
0.05

二氧化
氯≥
0.02

1、本月抽检单位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东部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朱家岩水厂，重庆贝迪自来水有限公
司，重庆市黔江区泰来宏达自来水有限公司白家湾水厂均按出厂水106
项、管网水42项指标进行检测。

浊度
NTU

0.25

0.30

0.41

0.35

0.35

0.49

1NTU
(水源
与净
水技
术条
件限
制时
为3)

耗氧量
mg/L

2.59

2.60

1.63

1.87

1.11

1.12

3 mg/
L（水
源限
制，原
水耗氧
量＞
6mg/
L时为
5）

色度
(度)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
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
臭

异味

菌落
总数
CFU/
ml

9

9

7

10

3

5

≤100
CFU/
ml

总大肠
菌群
CFU/
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检

出

耐热
大肠
菌群
CFU/
100
ml

未检
出

--

未检
出

--

未检
出

--

100
ml
不得
检出

肉
眼
可
见
物

无

--

无

--

无

--

无

李绪斌

（上接1版）
长安民生物流国际事业部常务副

总经理王成华感慨万千：“过去重庆对
外开放就靠一条水路，遇到时效要求高
的货物，真叫人望洋兴叹；如今，重庆成
了‘一带一路’通道枢纽，买卖全球不再
是梦。”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
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
《水经注》中寥寥数语，道出了巴渝自
古以来的闭塞。21世纪以来，随着三
峡工程建成，长江黄金水道效应充分
释放，重庆与外界的交互更加频繁；但
通道不足的瓶颈，仍羁绊着重庆走向
世界的脚步。

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2011年
3月，随着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从重庆
出发一路向西，16天后抵达德国杜伊斯
堡，一条全新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中
欧班列（重庆）正式贯通。驰骋在欧亚
大陆上的“钢铁驼队”，为重庆打开了向
西开放的新天地。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落
户重庆，截至今年4月底，已累计签约
169个合作项目、总金额263亿美元，跨
境融资通道、机场商业合作、国际互联
网数据专用通道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
落地。

在示范项目框架下，以重庆为运
营中心、连接中国西部和东南亚的“陆

海新通道”也于2017年开通，广西、贵
州、甘肃等西部10省区市携手共建。

“中欧班列和‘陆海新通道’沿‘一带一
路’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向东又无缝
衔接长江黄金水道，再加上空运，为重
庆构建起联通全球的通道网络。”重庆
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局长韩宝昌
说。

2018 年，中欧班列（重庆）开行
1442班，今年进一步加密至每天5班以
上；今年5月，“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
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000班，目的地覆
盖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个港口；重庆
机场开通国际航线80多条，直达全球
60多个城市……

大通道、大平台促成了大开放。近
几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持续保持在每
年100亿美元左右，世界500强企业已
有280多家落户重庆；今年上半年，全
市进出口总额达2663.6亿元、同比增长
16.48%，位居中西部前列。

筑牢生态屏障青山变“金山”

百川汇流、江峡相拥的重庆，担负
着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重
任。但浓重的重化工业底色，让山城一
度成为“酸雨雾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近两年，重
庆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以环境治理、生态修复为突破口，加
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全力整治生态环境顽疾——重庆
首次明确全域产业禁投清单，对主城的
污染企业全部实行环保搬迁或关闭，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2.04万平方公里……

盛夏时节，走进重庆缙云山，盘踞
自然保护区多年的违章建筑已被拆除，
养心谷、马术场等违规项目也恢复成了
绿地。山中高大的红豆杉、香樟蔽日成
荫，一个“百姓富、生态美”的缙云山正
在逐步构建。

长江、嘉陵江交汇环抱，形成重庆
主城重要的生态廊道，也勾画出山城发
展的主轴。但快速扩张的城市挤占水
岸，造成生态系统被割裂。为重塑山水
之城，重庆聚焦江、岸、城、人，对总长约
394公里的岸线进行治理和提升。首期
工程今年初已全面启动，通过治污、增
绿、减量、留白、整容，“两江四岸”生态
和城市功能大幅优化。

2018年，重庆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48.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6天，

“山城蓝”取代了“雾都帽”。
作为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

区并存的西部直辖市，怎样蹚出一条统
筹城乡发展的路子？践行“两山”论，走
好“两化”路，重庆正在不断提升绿水青
山“颜值”，做大金山银山“价值”。

炎炎夏日，在长江边的巫山县曲尺
乡，热浪挡不住水果商纷至沓来的脚
步。村民们从树上摘下的脆李，很快被
抢购一空。“15亩地的脆李卖了16万多
元，比去年翻了一番。”村民王恩海笑声
爽朗。

曾经专注开矿、搞工业园却发展缓
慢的巫山县，如今通过造林还绿，培育
出红叶、脆李、柑橘、中药材等诸多“生
态宝贝”，旅游经济蓬勃兴起，数万农户
像王恩海一样吃上了“生态饭”。2018
年，巫山县摘掉了“贫困帽”。

行走在巴渝大地，绿色蝶变风生水
起。沟壑纵横的武隆区关闭污染企业，
将28%的辖区面积划入生态红线；如
今，武隆的山更青了、景更美了，跻身国
内知名的度假、康养胜地。坐拥夔门天
险，素有“诗城”美誉的奉节县，关闭小
煤矿，发展特色农业，开掘文化“富矿”，
打响“有诗有橙有远方”的文农旅融合
牌，游客爆发式增长……

两江激荡，夔巫巍巍。大城大乡，
大山大水。“行千里、致广大”的重庆，扬
起了新时代的风帆，3300万巴渝儿女正
阔步前行，不断书写重庆高质量发展的
新华章。

（新华社重庆7月27日电）

风帆起巴渝 山城再奋进

（上接 1 版）1955 年 2 月至 1957 年 7
月重庆市人委第一办公室副主任；
1957年 7月至1960年 12月重庆市民
政局副局长；1960年 12月至 1964年

9月重庆市农林局副局长；1964 月 9
月至 1975 年 2 月重庆市水利局领导
小组组长、书记；1975 年 2月至 1988
年12月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

问；1988年 12月离职休养；1992年 7
月重庆市委批准享受正局级政治、生
活待遇；2015 年 10 月经中共中央组
织部批准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

遇。
林谊同志遗体送别活动定于2019

年7月28日上午10时在重庆市石桥铺
殡仪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