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
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
领导集体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创造性
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伟大构
想，从而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大业开辟了道路。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
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了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方针。
此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对解决台
湾问题的方式又作了进一步思考。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
表谈话，提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
方针。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
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首
次用“一国两制”的概念对此加以确
认。他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

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
家两种制度。”1983年6月26日，邓
小平进一步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
六条方针。

概括起来，“一国两制”，就是在
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
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
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以
这种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既体
现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
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和澳门
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
性。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我国先后
于1984年和1987年同英国政府和
葡萄牙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正式宣
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和1999年
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
和澳门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推动了海
峡两岸关系的进展。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统一大业的伟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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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日
前，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
大会中惊艳亮相的“魅力重庆”彩车
已抵渝，明日，市民可到重庆人民广
场看“魅力重庆”彩车，当日还有铜
梁龙舞和大足鲤鱼灯舞表演。

据悉，“魅力重庆”彩车于 10
月 1 日参加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游行活动后，在北京
奥林匹克公园进行了为期 6 天的
展示。12 日返渝后，目前工作人

员正对彩车开展复装，拟于 10月
17 日至 31 日在重庆人民广场展
示。

在17日当天，除了“魅力重庆”彩
车互动表演，还有铜梁龙舞、大足鲤鱼
灯舞表演，演出时间为上午10∶00、
11∶00、12∶00和下午2∶30、4∶30以
及19∶00六个时间段。

据了解，现场展示与在电视上
看到的还有不同，现场展示期间，彩
车上的索道将能够运行。

明天去人民广场看“魅力重庆”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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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0月
15日，来自市城市管理局的消息称，
为保证“两江四岸”核心区域节假日
和重大活动期间的亮灯效果，确保主
城景观照明提档提质，市城市管理局
今年7月启动“一把闸刀”集中控制
项目，上月底全面完成了终端调试，
标志着“两江四岸”核心区域夜景灯
饰实现“一把闸刀”集中管理。

据了解，目前主城区“两江四岸”
核心区域共有楼宇灯饰、堤岸灯饰、
跨江大桥灯饰、趸船灯饰等各类景观
照明设施140万余盏，其中政府投资
建设部分约占77%，社会单位建设
部分约占23%。以前，由于“两江四
岸”核心区域各景观照明管理单位采
用控制系统形式和品牌不一，控制系
统之间互不兼容，导致景观照明亮灯
时间不统一。重庆要提升夜景形象

和城市品质，对“两江四岸”核心区域
景观照明实行集中控制势在必行。

所谓“一把闸刀”集中控制，就是
以城市照明中心现有平台即“重庆市
城市照明智能监控系统”，作为主城
区“两江四岸”核心区域景观照明“一
把闸刀”集中控制平台，其余管辖单
位新增或改造控制终端，接入现有平
台。这种“一把闸刀”集中控制的方
式操作简单，扩展性强，实施周期短，
更有利于提升城市景观照明的整体
性。

截至9月30日，主城区新增“一
把闸刀”集中控制终端541台，基本
实现了对主城区“两江四岸”核心区
域的楼宇灯饰、堤岸灯饰、跨江大桥
灯饰、趸船灯饰等各类景观照明设施
的统一启闭，提高了“两江四岸”核心
区域景观照明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两江四岸”核心区域夜景灯饰
实现“一把闸刀”集中控制

北京天安门东西华表间共计96
米。2019年10月1日，来自重庆的李
丞帅、程杰和陈安，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中，随同第一
次受阅的文职人员方队，在1分06秒
内，以75厘米的步幅、1.2米的间距，
整齐划一地在天安门广场上“砸”出了
128个坚实无比的步点，也由此在新
中国70周年大庆上，印刻下了他们一
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受命：责任与义务的选择

128步，一个平常的步数。
对来自重庆的李丞帅、程杰和陈

安而言，那或许是他们漫长人生路中
最不平凡的128步。

这是中国军队文职人员第一次亮
相于国庆阅兵。

“爽！”10月15日，当从天安门阅
兵场回到重庆，谈及那短短128步的
感受时，三人几乎是异口同声一声爆
喝。

秋风中，三张年轻、英武又略带黝
黑的面孔，仍旧挂满着阅兵场上的豪
迈与激动。吼出那一声“爽”时，仍旧
带着气吞山河的威严。

不过，时光倒退到大半年前，三人
接到阅兵训练通知时，却远没有此刻
的威势。

“跟我开玩笑的吧？参加国庆阅
兵当然酷！可我都没正经走过一天正
步！”确实，24岁的程杰刚从重庆大学
体育专业毕业才9个月，入职重庆警
备区文职人员仅4个月。彼时，程杰
只是一个大男孩。

和程杰形成戏剧化对比的，是31
岁的李丞帅。13年军旅生涯，李丞帅
从排长一直干到了副营职，2018年转
为江北区人武部文职人员。

“咱是老兵，上任务肯定不怕死！
但参加阅兵我怕做不好丢人哪！”李丞
帅心急火燎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光
着膀子对着镜子，前后左右瞧。

身高180厘米，体重179斤！李
丞帅一次又一次在镜子里审视自己的
身材，第一次感到缺乏自信。

与此同时，接到通知的荣昌区人
武部24岁的文职人员陈安，也是攥着
通知，手心直冒汗。

“我虽然是在西藏服役了一年半，
可我是文艺兵啊！不过参加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阅兵，我也不能怂吧？”
陈安在脑海里不断自问，再不断自我
否定或肯定。

……
事隔大半年，当重庆日报记者追

问三人当初接到这沉甸甸的一纸通知
时的第一感受时，三人都表示，无论当
时有着怎样的心绪，最终都坚定地接
受了这一沉甸甸的任务。

“那是责任，也是义务。”三人不约
而同地表示。

熔炼：在60℃的地面踢正步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时，程杰为
记者演示了踢正步的模样。

结果，程杰第一步砸下去，大楼水
泥楼板明显震颤起来，桌上矿泉水瓶
中，一圈圈涟漪就此荡开……

“吓着了吧？哈哈哈哈，我还是老
兵，第一次到训练场，我比你受的刺激
还大！”李丞帅爽直地笑着说，毕竟他
也是第一次在训练场上与数百人一齐
走正步。

“走正步？No！No！No！咱们
都叫踢正步！”程杰纠正。

“啥呀？正步每一步不都要求全
力砸地啊？我说那叫砸正步！”李丞帅
再纠正。

就是这用尽全力地砸正步，第一
天就给了三人一个下马威，训练结束
全部人的脚都麻木了。

很快，三人都不同程度受伤，什么
膝盖积液、足底筋膜炎等等，全都是每
天10小时以上的高强度训练带来的。

就这样，程杰还因为自感底子薄，
每天晚上偷偷加练：“没办法，看着不
断有人淘汰，我受不了这份刺激！”

日常训练，教官就拉起7条线：前
帽檐线、后帽檐线、下颚线、胸线、前摆
臂线、后摆臂线、踢腿线，每一个动作
都有非常苛刻的准线，不容半分误差。

夏天的北京，无遮无挡的训练场
上，地面温度可以达到60℃，如果赤
脚踩在水泥地上，可以烫伤脚。哪怕
穿着靴子，也像是在火上炙烤。

“这么说吧，我们宿舍距训练场约
800米，脸上涂抹防晒霜，然后列队走
到训练场时，防晒霜一会儿全被汗冲
掉了！”李丞帅短短几个月，体重掉了
39斤。

温度太高了，教官不得不给每一
个排面（横列）准备一个浇花的喷水
壶。每隔十五分钟，就由助教给每个
人脸上喷水降温，站立训练时连脚上
也得喷水降温。

“教官说了，这叫给祖国的花朵浇
水！”程杰一句打趣的回忆。

“晚上睡觉，腿脚就会抽筋，夜里

寝室总有人惊醒。”陈安一张嘴，众人
又是一阵呲牙。

锻打：阅兵让他们懂得了
更深层次的责任

就在三人都努力坚持训练的当
口，程杰接到了一个让他悲伤的电话。

“那天晚上打电话，听我妈声音不
对，像哭过，就问怎么了。”7月初的那
通电话传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

“我爸因煤气罐爆炸，全身 40%烧
伤！”程杰的声音低落了下去。

程杰的父亲在温州因煤气罐燃爆
导致全身40%严重烧伤，一度被医院
下达病危通知书。而母亲又在家乡垫
江照顾尚未成年的弟弟。

“电话里听到我妈哭得说话都听
不清，我心里真的是刀子在割。”程杰
挂掉电话，强忍着没掉一滴泪。可是
看到母亲转发的父亲烧伤情况的照片
后，瞬间就泪崩。

“我当时确实想回去。我是长
子，我妈又要照顾弟弟，我爸不能一
个人呆在温州没人照顾啊！”程杰的
事很快引起了各方关注，方队领导
也联系温州医院积极对程父救治。

“大家比我都还急的时候，我相反
平静了，也思考了很多。”程杰坦言，当
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家事出力时，自
己还要回去，那就是任性。

“想回去照顾父亲，就是觉得我成
年了，该担起我应担的责任；但要放弃
阅兵就那么回去了，恰恰是最不负责
任！”父母也坚决表达了反对意见，程
杰带着亲人的嘱托，终于咬牙再次踏
上训练场。

程杰说，那一天感觉自己真正历
练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懂得了更深
层次的责任。

就在程父烧伤第二天，精神恍惚
的程杰左小臂被开水严重烫伤，医生
要求必须休养三周不能训练。因为，
只要上了训练场，汗水就会湿透每一
寸皮肤。

但程杰硬是缠着绷带坚持训练，
一天也没休息，直到烫伤的小臂密密
麻麻的水泡一点点破掉，再结痂、变
黑、脱落、愈合。

就是在程杰父子接连遭遇意外
时，李丞帅家也正在遭遇重大变故。
6月底，他的母亲被查出宫颈癌，但顾
大局的父母坚决没有告诉李丞帅，所
以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晓此事。

10月 4日，李丞帅回渝。在车
上，有领导无比沉重地告知了他母亲
患癌的消息。李丞帅当时什么话都没
说，只是回来找了个无人的山头，痛痛
快快哭了一场。

“我母亲都是61岁的人了，13年
来因为我经常随部调动，根本没法接
母亲一起生活，今年年初我和妻子都
商量好了接父母过来，一家人好好团
聚，可是……”李丞帅的嗓音逐渐陷入
喑哑。

回来后李丞帅才知道，母亲患
重病这件事，父母坚决要求部队领
导不要告诉自己，但早在七月初家
人就悄悄安排李母赴北京住院治疗
了。

换言之，从七月开始，李丞帅母
子，都在北京。只是，他们一方因为母
亲的大义隐瞒，并不知情；另一方因为
儿子身上的光荣使命，不愿见面。

“我是独子，照顾父母是我的家
庭责任；我也是受阅人员，合格接受
检阅是我的国家责任。我能做的，
就是履行完我的国家责任，接着去
尽我的家庭责任。”李丞帅红着眼
说。

阅兵式文职人员方队里的重庆小伙
他们用汗水和泪水浇铸了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本报记者 陈波

程杰 （受访者供图）陈安 李丞帅

立足统战为全局·凝心聚力促发展

区县统战工作巡礼

康养产业加速石柱区域经济提质
民革中央定点帮扶结硕果今年7月，民革中央和重庆市政协

共同主办的中国·重庆（石柱）第三届
康养大会在石柱县黄水镇召开。自
此，以前由石柱县委、县政府主办的康
养大会升格为全国性产业发展大会并
永久落户石柱。

近年来，石柱县在民革中央的帮
助下发展康养产业，“风情土家，康养
石柱”也因此成为石柱全域发展战
略。截至今年上半年，石柱县康养产
业经济增加值占到全县国内生产总值
的49%。

“民渝合作”，心心相印。2012年，
民革中央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
协议，将地处武陵山腹地的石柱县作
为定点帮扶联系县，拉开了“民渝合
作”帷幕。

7年来，民革中央运用自身资源，
为石柱县在康养产业发展定位、黄连
产业提档升级、搭建平台促进招商引
资、乡村医疗设备配置等方面，久久为
功，持续着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精心谋划 康养发展添动力

21家企业签约石柱康养项目21
个，计划总投资550亿元。在今年7月
举行的第三届康养大会上，石柱县收
获颇丰。

近年来，民革中央运用广泛联系
大批专家、学者、企业家、科研机构和
社会机构的优势，为石柱确立康养产
业发展目标定位、成立康养学院及实
训基地提供人才支撑，牵线搭桥引企
入驻，助力石柱县发展康养经济。

2016年6月，在民革中央的指导
帮助下，石柱县在重庆市率先提出发
展康养经济的发展战略，以“康养”为
主题大力发展区域经济。2017年11
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
务副主席齐续春专程到石柱调研，并
在县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为全县
处级干部上了一堂“康养课”，为“康养
石柱”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

自2017年起，石柱县开始举办中
国·重庆（石柱）康养大会。对此，民革
中央高度重视，全力支持石柱发展康
养经济，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
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连续出席3届大
会；民革中央三次协调“重量级”康养

产业发展专家赴石柱作主旨演讲。今
年，更是将石柱县举办的区域性会议
提升为民革中央和重庆市政协共同主
办的全国性产业发展大会。

在民革中央的帮助下，2018年4
月，石柱县与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共建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康养学院，并在县
职业教育中心设立实训基地。康养学
院的成立，填补了重庆市无康养学院
的空白。同时，通过持续深化县校合
作，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联合攻关、
科技成果转化、康养人才培养和交流
等方面，建成培养康养人才的高地和
吸引康养人才的洼地，为石柱康养经
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齐心聚力 携手前行绘蓝图

近年来，在民革中央的帮助下，石
柱县“巧借”民革中央智力优势，共同
组织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牵线搭
桥引资引智，帮助石柱发展康养产业。

针对石柱特色中药原材料黄连的
产业发展，2013年民革中央率队赴石
柱进行考察调研，形成《关于石柱黄连
产业化发展的建议》；积极联系对接中
国中药研究院及相关黄连专家，在石
柱成立中国中药协会黄连专业委员
会，挖掘黄连价值及推进产品研发，进
一步促进全县黄连产业大发展。2017
年11月，促成了第四届全国农业文化
遗产学术研讨会在石柱召开，极大地
提升了石柱黄连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2018年，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组
织部分民革党员企业家前往石柱县实
地考察，企业家们结合自身优势和资
源，围绕建设“康养石柱”提出了很多
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并就加强康养产
业领域合作达成了共识，为石柱发展
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自2012年起，民革中央充分运用
自身资源，通过搭建平台、招商引资，

每年都组织动员党员企业家来到石
柱，了解石柱，推介石柱，让更多的企
业投资石柱。7年来，共计引进企业落
户17家，为石柱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
强劲动力。

同心扶贫 风貌提升焕新颜

“以前我们都不爱来村委，现在卫
生室、图书室、健身器材都有，好耍了，
成了小孩玩、大人乐的好地方。”民革
中央2014年投入80余万元在三河镇
红明村修建的“民渝合作项目基地”，
至今仍被村民津津乐道。

助力脱贫攻坚，民革中央不仅修
缮了红明村村委办公楼、博爱广场与
村卫生室，还协调民革张家港市总支
捐助10万元为村委卫生室高标准配置
了医疗设备，为村图书室配齐了电脑、
打印机、书桌等设施设备。民革重庆
市委会也积极响应，为红明村委会捐
赠了价值5万余元的体育器材、常用药

品和农技图书等。
2015年，民革中央在三河镇大林

村投入50余万元，建成博爱卫生院。
这个卫生院紧邻城郊唯一的一家社会
养老服务中心，极大地方便了三河镇
和南宾街道1.2万余名村民与近500名
老人看病就医，是石柱县第一所集医
疗卫生、社会养老为一体的村级卫生
服务中心。据悉，自2012年开展定点
帮扶以来，民革中央先后协调联系中
华慈善总会为石柱县捐助了价值近
560万元的医疗设备，进一步改善了全
县医疗条件，进一步助推了全县医养
事业。

2018年以来，在民革中央的督促
指导下，民革重庆市委会对石柱县的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民主监督，为石柱
县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打赢脱贫攻坚
战加油助威。

通过定点扶贫项目实施，帮助石
柱县群众改变了生活风貌与精神风
貌，提升了生活水平与医疗水平，增强
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华官林 陈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