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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委书记说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要注重实际效果，解决
实质问题。要坚持边学边查边
改，从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把最薄
弱的短板补起，切实避免“两张
皮”，坚决防止走过场，真正做到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坚守初心、
勇担使命。

永川把脱贫攻坚作为主题教
育的重要抓手，深学笃用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紧紧

围绕脱贫攻坚开展专项调研，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深入查摆问题、
剖析原因、靶向施策、加快整改。
比如，针对住房保障问题，区财政
拿出 1.8 亿元，统筹推进“三类人
员”、边缘户等危房改造工作，年内
将实现住房保障问题全面清零，确
保如期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真正把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
的成效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幸福感。

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

主题教育大家谈
(第6期)

高校书记说

“科技报国，大爱无疆。”著名
材料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涂铭
旌，原是我校的名誉校长，今年 1
月在成都去世。

涂院士先后在西安交大、川大
和我们学校的三段人生，被人们称
为“三次创业”。他这三次经历，分
别带动了三所学校相关材料学科
的发展。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
成立了涂铭旌院士“弘扬爱国奋斗
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先进事迹

报告团。由我，以及涂院士带过的
学生、他的孙女等共同讲述涂院士
的感人事迹。

我们先后去了市人社局、市
教委、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第
二师范学院等单位进行宣讲。
听报告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涂
院士的一生很好地诠释了“守初
心、担使命”的情怀，这是一次学
习，更是一次洗礼，激励大家的
斗志。

重庆文理学院党委书记孙泽平：

基层书记说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委书记，天
天与群众打交道，了解群众的衣食
住行、安危冷暖。怎么找到群众关
心的痛点、难点、关键点，解决群众
实际困难、具体问题，我们责无旁
贷。

对观胜镇来讲，我们要按照
“养好一只兔、种好一棵树、栽好一
味药、用好一水库”的产业发展思

路，构建企业、集体和农民的“利益
共同体”，发展肉兔、水果、中药材
三大特色产业，做好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让老百姓有明
显的获得感。开展主题教育以来，
我们有一种等不起的危机感、慢不
得的使命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要
切实为群众办事实，真正让他们获
得实惠。

荣昌区观胜镇党委书记罗龙：

群众说

我是村里一名清洁工，家里种
了甜柿子，日子过得还可以。在我
看来，这次的主题教育给我们村带
来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些老大
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过去，我们场镇路面破损，到
处坑坑洼洼，清洁怎么做都感觉不
干净，路灯也只有十来盏，有些还
长期不亮，公共厕所也破破烂烂且

位置偏。今年 9 月，乡里、村里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向群众广泛征集意见建议，我
和几个姐妹提出了这些问题。没
几天，政府就组织开展整改，现在
路面平整了，整个场镇安装了路灯
60 盏，这个国庆节过得亮堂堂
的。公共厕所也在建设中，本月就
能投用。

武隆区文复苗族土家族乡兴隆村村民何小兰：

1945年10月8日，决定中国前途
命运的重庆谈判即将结束。毛泽东、周
恩来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出席
欢送晚宴，气氛热烈。晚宴后，张治中
邀请毛泽东观看文艺演出。

当晚8点，演出渐入高潮。突然，
一位身材魁梧、形色匆匆的中年男子步
入剧场，向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附
耳低语：下午6点左右，办事处秘书李
少石从沙坪坝回红岩村途中，遭遇“刺
杀”，送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

周恩来听后不觉一震，李少石是国
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婿，其外形从侧面
看，与周恩来有几分相似。这件事是否
是针对他策划的？有没有政治背景？
它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对国共关系
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是否能够
顺利地离开重庆返回延安？一连串的
问号，涌上周恩来的心头。

为了避免惊动毛泽东，周恩来立即
沉着地离开会场，找到负责治安警卫的
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向他提出严正质
问和抗议。

如果做出最大让步还不行，
就“准备坐班房”

“重庆谈判还要从日本无条件投降

时说起。”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
处主任科员高大红说。

1945年8月10日，日本即将无条
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此时，蒋介
石先下手为强，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
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连
给毛泽东发了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
重庆进行谈判。

高大红介绍，蒋介石这三封电报，
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蒋介石摆下了一
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毛
泽东如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顺理成章
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
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来了，又无异于
深入龙潭虎穴。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共中
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
毛泽东毅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
深入虎穴！他认为“去，这样可以取得
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
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

“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
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
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与此
同时，毛泽东也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
是如果做出最大让步还不行，就“准备

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
要在那里办点事。”

毛泽东的发言一锤定音。中共中
央政治局同时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
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作为
一名有着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毛泽东郑
重地向中央建议，他离开延安期间，由
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中共中央
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
便在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的情况下，
书记处还能正常运转、高效决策，指挥
全党继续奋斗。

历经四十多天的艰苦谈判，
国共双方基本达成协议

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36分，
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乘坐的476650号
军用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着陆。头
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
第一个走出机舱，并向在场的人们挥手
致意。

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
多人真正认清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
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诗
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
是“弥天大勇”。

重庆谈判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

历经40多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基
本达成协议，准备签署《双十协定》。然
而就在协议签署的前两天，为毛泽东举
行欢送宴会时，发生了李少石遇害事
件。

10月9日，案情基本查清，这是一
次交通事故引发的偶然事件，并没有复
杂政治背景。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
安全返回延安。

“从近年新发现的史料来看，重庆
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情可谓波澜起
伏，他也的确曾经考虑过趁谈判之机
扣押毛泽东的方案。”高大红称，在
1945年9月2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
到：“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
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
天之灵耶？”但经过反复权衡掂量，直
到10月 6日蒋介石才放弃了这个打
算。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询问
老朋友章士钊对时局的看法，章士钊
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有许多素不
相识的具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也默默
地关心着毛泽东。比如，在国民政府
行政院工作的钱剑夫，听说毛泽东在
桂园会客的间隙，喜欢走出桂园大门，
在警戒范围之外散步。他敏锐地意识
到，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重庆谈判的
态度并不一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十分危险，他立刻
请朋友带给毛泽东一个字条：“晨风加
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
毛泽东看到字条后，立刻会意，再未轻
易走出桂园大门。

重庆谈判是人民力量的一次
胜利

重庆谈判是人民力量的一次胜
利。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
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
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
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
治协商会议。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也广泛会见
各界知名人士，开展多层次的统战工
作，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有
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

高大红说，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
泽东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
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虎穴、以身犯
险，体现了革命领袖始终牢记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体
现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大智大
勇。这一切，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熠
熠生辉，激励我们走向更加光辉的未
来。

重庆谈判：毛泽东弥天大勇赴渝州
本报记者 匡丽娜 通讯员 丁颖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
习生 黎胜铭）10月 13日，第二
届重庆市青少年STEAM科创大
赛闭幕式在重庆邮电大学举行。

STEAM，即为科学、技术、工
程、艺术、数学的英文首字母，是多
学科融合的一种综合教育。本届
大赛主题为“智造不凡”，设置智能
硬件、创意编程、科幻文学、教学案
例4个单元。

南坪实验小学机器人团队的
“丘陵地区智能耕耘机器人”获大
赛智能硬件一等奖，该作品着眼于
为重庆丘陵地区农田耕作机械化、
智能化提供思路与方案，获多名专
业人士好评。

“科幻写作很‘爽’，因为可以
大胆地用科学技术解决全人类的
困难，很有成就感。”江北巴川学校
学生何泉佑创作的《末日危机》获
得科幻文学赛小学组一等奖。在
比赛规定的末日病毒爆发大背景
下，他虚构了一个普通的厨师作为
主角，让这名普通人驾驶飞船，拯
救人类，并为作品预留了一个开放
式的结局。

“尝试科幻写作之后，我发现
文学创作也很有魅力。”重庆市第

十一中学高二学生方锐鹏是一名
理科生，平时喜欢看科幻题材电
影。第一次参赛，他就凭借《穿越
时空的救援》获得科幻文学赛高
中组一等奖。在他的作品中，一
支科研队伍凭借量子技术，穿越
宇宙中的虫洞，在不同时空间来
回穿越，拯救了末日病毒爆发的
危机。

对此，大赛评委会成员柏龙表
示，科幻文学创作能很好地激发青
少年的科学想象力，普及前沿科学
知识，对提升青少年创新意识、培
养本土科幻后备人才大有裨益。

据悉，本届大赛由市科协、市
科技局、团市委、市大数据应用发
展管理局、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共同主办，共吸引到来自
全市 33 个区县 425 所学校的
10302名师生参赛。大赛评出51
个一等奖、119个二等奖、165个
三等奖。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
赛事每年举办一次，希望更多青少
年借此机会突破自我、追求卓越，
养成探索规律、热爱科学、投身实
践的良好习惯，成为想象力丰富、
团队意识强的创新人才。

第二届重庆市青少年STEAM科创大赛闭幕

上万师生参赛 评出51个一等奖

第二届重庆市青少年STEAM科创大赛颁奖仪式现场。
（市科协供图）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
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近代以来，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
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进
程中，大批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
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给
重庆留下一座弥足珍贵的“红色
富矿”,也为新时代重庆的更大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文化支撑。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重庆重要讲
话精神，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
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本
报自今日起推出“讲红色故事、讲革
命精神”全媒体报道，讲述革命先辈
和仁人志士在重庆的红色故事，塑
造重庆城市精神，凝聚重庆发展共
识，激发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开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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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一大早，68岁的匡后明
不顾老伴的阻拦，一瘸一拐地走进核桃
林里。

一个多星期前，他在核桃林重重地
摔了一跤，右腿摔伤下不了床。女儿将
他接到县城医院检查治疗后，他又赶紧
回到了村里。

1969年起，匡后明先后担任巫溪
县中梁乡石锣生产队会计、生产队长职
务。后来，生产队改为石锣村后，他又
当选为石锣村村支书。之后的33年
里，他先后历经11次村级组织换届，几
乎每次都是全票当选。

这几年，匡后明一头扎进核桃林
里，从嫁接到管护、从采摘到烘干，事事
亲力亲为，就是希望在退休前给村民留
下个“稳得住”的增收产业。

通电通水通路
他带领村民创造“石锣奇迹”

匡后明所在的石锣村位于大巴山
深处，海拔600—1600米，距离中梁乡
政府20公里，距离县城72公里。

上世纪90年代，石锣村和大多数
大巴山深处的村庄一样，不通水、不通
电、不通路。中梁乡6个村1个社区，
石锣村条件最差。

是“等靠要”还是自己动手干起
来？1996年，匡后明带着村民从山下
抬电杆上山。上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
十多个汉子抬着一根电杆，攀悬崖、爬
绝壁，硬是将100多根电杆抬上了山，
偏远落后的石锣村在全乡几个村中率
先通了电。

修路，同样是村里人共同的愿望。
县里的修路指标遥遥无期，匡后明决定
不再等待。1999年，他动员村民们投
工投劳、集资修路，带领七八百村民硬
是在悬崖上挖出了一条17公里的毛坯
路。修路用的石磙子重达上万斤，120
个精壮劳力上阵，硬生生地靠人力将万
斤巨石拉上了山。1999年春天公路动

工，2000年初修通，不到一年时间里，
村民人均投工150多个。

那个年代，几乎全靠人力从悬崖峭
壁上修出了17公里的路，石锣人在巫溪
县创造了奇迹。石锣人不等不靠、艰苦
奋斗的精神也被县里提炼为“石锣精
神”，成为全县人学习的楷模，象征“石锣
精神”的石磙子至今还在山下的河滩边。

2001年，他又带着村民拉水管、修
水池，条件最差的石锣村在全乡率先实
现了通水、通电、通路。

养羊烤烟种核桃
村里的产业他样样领头

1969年，年仅16岁的匡后明在石
锣生产队担任会计时，村民们最大的愿
望是填饱肚子。

那时村民们的口粮是苞谷、洋芋、红
苕“三大坨”。匡后明一头扑在种植技术
上，用3年时间让“三大坨”平均亩产增
产到900斤，让村民们不再饿肚子。

前些年，县里动员村民们养山羊，
匡后明率先养了50多头。小羊养大

后，他把母羊免费借给村里没有本钱买
羊的贫困户，贫困户将母羊养到下崽
后，第二年还他一只母羊即可。匡后明
养了五六年羊，在栏的常年50多头，借
出去的倒有百把头。有人养羊致了富，
第二年便还了母羊；有的技术不过关，
母羊便还不上，至今还有好几十头借出
的羊没还，他也不在意。

这几年，匡后明成天泡在核桃林
里，老伴经常念叨他“着了魔”。

这4000多亩核桃是退耕还林时栽
下的，由于品种和管护技术等原因，一直
没效益。匡后明外出考察过，核桃耐储
存、能加工、营养价值高，是个长久的致富
产业。2014年，匡后明争取到县里的政
策，可以嫁接改换品种。但多数村民不
肯。于是，他和几名村干部带头拿出自家
土地搞示范，才好不容易发展了300亩。

为了种好这批核桃，年近七旬的他
外出学技术，还组织村民成立了管护队
伍，对核桃进行统防统治，像对“心肝宝
贝”一样上心。

今年，核桃进入盛产期，石锣村的

核桃林里挂满了沉甸甸的青色果实，一
棵树能打100斤核桃，能卖1000元钱，
一亩地15棵核桃树，不少村民在算这
笔增收账。匡后明很高兴，因为这笔账
一算，村干部不用再动员，村民今年便
会主动嫁接核桃了。

扶危济困搞产业
一个资金互助社盘活一个村

前几天，石锣村70岁以上的老人
聚集到村委会门口免费理发。剃头匠
是村里花钱从乡上请来的，每半个月准
时来一次，理发的钱由村集体支付。不
仅如此，今年村集体还要出钱为村民们
硬化入户路。

石锣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来自资金
互助社收益资金按比例所分得的红利，
主要用于村里惠民便民、扶危济困、救
急救难等“刀刃”事项。去年，村集体还
建起了冻库、熏腊肉的炕房，今年又购
买了核桃烘干机，带动了村里生猪、核
桃等产业良性发展。

2009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匡
后明带头在村里成立了资金互助社，将
财政扶贫资金和村民互助资金整合为
生产发展资金，采取村集体入会和村民
入会的形式，解决贫困村生产发展资金
分散和短缺的问题，村民们形象地称它
为“草根银行”。

靠着从资金互助社两次借来的启
动资金，五社贫困户乔光荣通过发展烤
烟和山羊摘掉了贫困户“帽子”；贫困户
乔玉联也靠着从资金互助社借来的2
万元建起了农家乐，现在一年收入可达
1.5万元……

目前，石锣村资金互助社的资金规
模从2009年的15万元扩大到现在的
260余万元，从中受益的群众达到150
户800余人。

68岁老支书仍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

“石锣奇迹”领头人 产业脱贫当先锋
本报记者 龙丹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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