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张辉

2019年 11月 13日 星期三 5
CHONGQING DAILY

区县委书记说

酉阳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紧密结合脱贫攻坚这
个最大实际，坚持带着任务抓落
实、奔着问题抓整改，以脱贫攻坚
实际工作成果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我们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逐村逐户逐项全
覆盖深入排查，分行业领域及时解
决问题，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89670万元，扶贫领域共实施项目

1369 个。同时，建立完善的脱贫
长效机制，累计建成青花椒、油茶、
茶叶、中药材等各类特色产业基地
达130万亩，同步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有效带动3.2万户、12.5万名贫
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全力查找
和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对标对表抓问题整改销号，完成中
央巡视整改任务296项，完成国家
和市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整改任
务209项。

酉阳县委书记陈文森：

高校书记说

最近，学院师生们常常会看
到佩戴“值周领导”“值周负责人”

“值周教师”牌子的教职工出现在
校园里。领导带班值周活动是我
们推进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通
过这种方式，我们开展了课堂、食
堂、超市大检查行动，各学院师生
党员也组成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大
扫除等活动……确保学院各项安
全防护工作有效开展，校园环境

卫生也得到很好改善，校风校貌
焕然一新。

秉承“学生事无小事”的工作
原则，我们为畅通意见收集渠道，
还分别在教学楼、行政楼和学生宿
舍设置了“征求意见箱”，广泛收集
学院师生对主题教育和学校各方
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有效结合
到领导班子的调研和整改工作之
中，做好学生前行路上的引路人。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姚坤：

基层书记说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我们因地制宜开展美丽阳
台、美丽屋顶、美丽楼栋、美丽庭
院、美丽门店、美丽家庭等“六个美
丽”建设，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

具体做法是，将5名党工委委
员派驻社区党委任第一书记，各社
区党委成立党建联盟，引导社会单

位建成6个美丽庭院和13个美丽
门店，140 名党员志愿者每天 1 小
时集中开展文明劝导，纠正不文明
行为 1200 余起，带动辖区居民参
与建设“六个美丽”，参与率达
78%。今年，辖区新开办民宿、特
色餐饮 20 余家，美丽门店销售收
入增长15%，群众满意度稳居全区
前三。

南岸区龙门浩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富春：

群众说

我们小区建成已有 30 多年，
是个典型的老旧小区，以前因为没
物业又缺乏管理，车辆经常乱停乱
放，道路积水破损无人管，角落常
常垃圾成堆、杂草丛生，大家住在
这里很不舒心。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街道和社区在我们这里试点了
小设施、小绿化、小场地“三小”
认领管护模式，由社区干部、老

党员、退休职工等带头认领“三
小”场所、设施，开展日常巡护、
捡拾垃圾、制止劝导等。通过党
员干部带动，激发了群众参与管
理的积极性，现在社区的每一个
角落都有人来管护，还有不少居
民自发地开展植绿护绿。以前
以脏乱差出名的老旧小区，如今
变得干净整洁，处处透着温馨和
谐的氛围。

铜梁区巴川街道正街社区北街馨苑小区居民文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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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有一份弥
足珍贵的档案。翻开这份档案，泛黄
毛边纸上有着飘逸俊秀的字迹，讲述
了杨闇公如何解决党内矛盾争端的
故事。

1926年1月，中共党员杨洵决定
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去信，反映重庆
党、团存在的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
问题。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市委党史
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简奕道出了其中
的缘由。

一封长信

当时杨洵33岁，是一名1922年在
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党员”。
1925年 7月，他接受党的安排返回重
庆，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工作。然而不
到半年，他却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党、团
的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强烈，自己关心
刊登中法大学招生广告的问题，童庸
生居然有怀疑之意；童庸生还一再插
手中法大学教职员事务，有捣乱之
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也常
常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又要求自己不能
只关心中法大学事务……如此种种，让
杨洵如鲠在喉。

那时，四川军阀白色恐怖正烈，重
庆党、团领导人吴玉章、杨闇公和童庸
生受到通缉，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代表
大会，杨洵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

党中央收到杨洵的来信后，高度重
视信中的内容。不过，党中央更为关切
的是重庆党、团的团结问题。适逢杨闇
公、童庸生结束了在广州的会议来到上
海，党中央随即召集杨闇公、童庸生二
人谈话，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从党中央领导口中得知内部团结
出了问题，受到了“重庆显然有两派的
现象”的严肃批评，杨闇公、童庸生尴尬
不已。

“童庸生感觉自己有些冤枉。”简奕
说，他对信中提及的一些事情进行了
解释，例如，刊登中法大学招生广告之
事，因经办同志延误、报社价格较贵，慢
了两天登出，这本与他无关，谁料想杨
洵产生误解还来信质询，童庸生才写长
信要杨洵尊重客观事实；组织事务繁
多，所以希望杨洵多承担工作；至于中
法大学教职员事务，或是安排其他同志
生活来源，或是担心引发军阀注意，又

怎么算是乱插手……童庸生反倒是对
杨洵不愿意担当临时负责人、推诿工作
的做法有些不满。

“不过，杨洵反映的有一件事不假，
童庸生确实性格太强势。”简奕称，譬如
童庸生是在共产党员王右木的影响下参
加革命的，成都地方团在1922年10月
初创后，身为书记的童庸生就与团的指
导者王右木发生矛盾，还一发不可收
拾。童庸生随后转赴重庆建青年团，在
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还严厉指责王右木。
杨洵受不了童庸生的性格，不奇怪。

一场批评会

身处斗争险境，肩负革命重任，内
部的分裂，很可能导致党、团组织走向
消亡。如果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带来
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怎么解决这个
问题呢？

“中央的办法是：开会！”简奕解释，
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领导干部
共10人开了一场批评会。杨闇公、童
庸生、杨洵等人参加，进行公开的批评
与自我批评，目的就是弄清事实，消除
误会，团结同志向前进。

会上，杨闇公开门见山：“我们仅可
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
请各位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
碍团体工作的进行。”

杨洵随即发言，他详细陈述了自己
在工作中遇到的10个不适的问题和对
童庸生的看法和意见。童庸生也把相
关情况一一陈述，言下之意对杨洵颇为
不满。

参会的其他同志也逐一发言，态度
严谨、言辞庄重，陈述事实，一字一句见
血见肉，根本没有什么童庸生是重庆团
的创始人、杨洵是老党员的顾虑。

“这次全是他(庸生)的态度不好，
惹出来的，以后希望改正。杨洵平时对
工作不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这
次的误会，全是你（杨洵）自己的疑心生
出来的，不应因个人的误会，不信任团
体”“庸生对团体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强
烈，有‘左’倾幼稚病。杨以前也曾努力
工作，但回团后，态度上不十分好”“庸
生个性甚强，批评同志时甚至于谩骂，
故很容易引起误会。杨洵……除中法
校事外，全不工作，态度对同志不诚恳，
自然要引起误会，且常站在团体外说
话，更容易引起分歧……这些言论哪里
不引起同志的猜疑呢？”

面对同志们的批评，刚才还言之凿
凿的杨洵、童庸生虽偶有解释，但更多
的却是一再回答“接受批评”。随后，杨
闇公又要求两人互相批评。杨洵希望
童庸生改正态度，童庸生则希望杨洵注
意改正“小资产阶级心理”、团体与个人
关系处理不当和工作挑剔的毛病。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
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杨闇公主持会议时，始终不偏不
倚，从未打断任何一人的发言。当所有
人发言完毕，他客观总结了童、杨二人
的缺点并进行批评，他以极为严肃的态
度强调：“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

同志时时刻刻都应维护团体的统一，不
应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
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
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决不是个
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最后，他希望
童、杨两人“以后共同努力奋斗，不再闹
此资产阶级的意气”。

经历此番会议的童、杨二人也由此
化解了矛盾，放下了包袱。而经过这次
批评会的四川党团组织，则以更加团
结、更富战斗力的工作姿态受到中央的
赞誉。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
争的最前线，后于1930年牺牲；杨洵一
直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
传，一边做统战，后来不幸于1949年
12月7日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

据了解，杨闇公主持召开的这次会
议也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的第一次民
主生活会。细读会议记录可以发现，
主持人程序严明，争议双方辩事实、讲
道理，参与者公正严谨，最后的总结一
针见血，达到了解决问题、团结同志的
目的。

简奕表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增
强自我免疫力、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
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
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我们
要以杨闇公主持召开的这次民主生活
会为标杆，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
评，认真检视问题，让党员红红脸、出出
汗，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规范，促
进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断增强党
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社区基层党员干部要充分感受群
众苦与难，方能从工作中体验到磨与
乐。”

11月12日，两江新区人和街道召
开谢兰同志先进事迹宣讲会，人和街道
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用亲身经历
作报告，以“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
就装着你”为题，与人和街道300余名
党员和群众代表，分享了推动邢家桥社
区安置房综合改造重大民生工程的工
作体验。

“客厅、卧室的墙面、屋顶抹灰脱
落。白天用薄膜盖住床挡灰尘，晚上
掀开睡觉，屋顶时不时就有大块的灰
沙脱落，让你睡瞌睡都不踏实；在厨
房做饭炒菜时也常常会掉灰，给菜加
点佐料；就连上个厕所，都不敢多蹲
一会儿，不然就得打把伞，戴个草

帽。”谢兰说，1992年，邢家桥的居民
们敲锣打鼓，高高兴兴，从农村搬进
了城市，住进了美丽的新村，20多年
过去了，新房变成了旧房，居民们居
住环境苦不堪言。

谢兰说，一个“苦”字，最能代表老
百姓的辛酸与无奈。而一个“难”字，道
出了老百姓的内心世界。

“开发时补偿太低，居民心中有怨
气；想拆迁，又不符合条件，拆不了。”谢
兰说，加上平时有些社区服务没做到
位，居民觉得生活过得“难”，有怨气，在
安置房综合改造时，就把怨气全都发泄
出来。

谢兰说，安置房综合改造是帮居民
改善居住环境，是重大民生工程，为让
居民明白道理，街道社区迎难而上，采
取领导包片，干部包户的方法，挨家挨
户上门做工作。而这也是最“磨”耐心，
最“磨”性格的时候。

“有的家庭，社区干部先后上门

150多次，才做通工作。”谢兰说，好事
多磨，干部在历练中推动工作，最终感
动了群众，邢家桥社区安置房综合改造
的支持率也从最初的23％，上升到了
现在的99.4％。

“看着旧房变成‘洋房’，看到居民
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我的心里无比满
足。”谢兰说，一个“乐”字，是对此时从
心底油然而生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
感的最好概括。

听完谢兰的报告，党员和群众代表
深受感动。

“面对群众工作，谢兰让我知道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方法，只要你心中
装着群众，群众心中就会装着你。”人兴
路社区主任阙兴倩说。

“原本以为皆大欢喜的邢家桥安
置房改造民生工程终于落地。让人意
想不到的是，部分居民却强烈反对，吵
的吵，闹的闹，提出各种要求，使整治
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谢兰带病坚持工

作，不分昼夜为居民们排忧解难，不但
没得到理解和支持，反受辱骂和委屈，
我们这些赞同改造的居民，都看在眼
里痛在心里。”邢家桥社区居民曾余梅
说。

“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也
感受到洒下汗水付出艰辛后收获的喜
悦，更体会了团队众志成城的力量。而
我们的书记谢兰，身患癌症却依然带病
工作，一心为民的坚守，更是感动了无
数人。只有经历，才有感悟，行胜于言，
与榜样同行，我们收获的不只是感动，
更能感受到她带给我们的无尽的精神
力量。”谢兰的同事、邢家桥社区干部向
金莲说。

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皮涛表
示，谢兰在邢家桥安置房综合整治工
程中，身患癌症仍心系群众，带领社区
一班人“一户一策”开展改造工作努力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赢得了群众的支
持和信任，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彰显
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目前，两江新区党工委已发出《关于广
泛开展向谢兰同志学习的通知》，要求
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谢兰同志先进事迹
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重要内容，号召两江新区广大党员
干部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在推动
两江新区成为重庆发挥“三个作用”先
行区示范区中作出更大贡献、展现更
大作为。

“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就装着你”
——来自社区基层党员干部谢兰的工作报告

本报讯 （记者 张莎）“王朴25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劝说母亲金
永华变卖家产折合黄金2000两支持党
的革命事业……”近日，在渝北区仙桃
街道“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活动
中，渝北区教育工委副书记熊德宪深情

讲述了王朴母子的故事。
“党史资料显示，王朴就出生在今天

的仙桃街道，王朴母子在渝北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是大家心目中公认的‘本土英
雄’。”仙桃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为用好
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在“讲红色故

事、讲革命精神”活动中，仙桃街道决定
用好用活出生在仙桃的王朴烈士这一

“身边榜样”，大力弘扬王朴母子精神，传
承对党忠诚的红色基因，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升地方文化认同感。

通过熊德宪的讲述，现场听众不仅

回顾了先烈王朴的一生，更重温了伟大
母亲金永华的一次次抉择：创办学校掩
护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变卖家产支持
党的革命事业；拒绝政府归还的巨款；
八旬高龄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辞世前
一年把名下的两栋房子和3万多元积
蓄全部赠送给重庆市妇联……

据了解，仙桃街道正在辖区各学
校、社区培养一批优秀故事员，将王朴
母子故事讲到家喻户晓，并将王朴母子
的故事制作为小型文宣产品，让市民随
时能感受红色力量。

渝北区仙桃街道用好“本土英雄”红色资源

让王朴母子故事家喻户晓

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吴玉章（左一）杨闇公（右一）、童庸生（左二）。
记者 郑宇 翻拍

1926年4月，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
批评会记录。 （受访者供图）

《一位社区党委书记和1422人的安居梦》后续

杨闇公：民主生活会留佳话

本报讯 （记者 颜安）11月
7日，又到了每周四的服务群众工
作日，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
居民盼来了好消息——花园一村、
四村人行道上的140个阻车桩已
安装完毕，意味着人车抢道的现象
将得到有效解决。

“才反映半个月就落实了，这
服务群众工作日制度就是好！”看
着锃亮的阻车桩，南湖社区居民蒋
新菊高兴地说。

蒋阿姨口中的“服务群众工作
日”，是南岸持续开展的“两解一
帮”工作——两年来，该区共收集
群众诉求4980余件、办结4600余
件，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
提升。

“两解一帮”，即解决问题、解
释政策、帮助解困。“我们希望通过
这项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推动广
大党员干部强化责任担当、践行初
心使命。”南岸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区制定了工作细则，由区领导牵
头组建142个服务群众工作组全
覆盖联系142个村（社区），统筹区
级部门、镇街及村和社区各级的力
量，将每周四作为联系服务群众工
作日，深入基层收集问题，定人定
责定时解决。

自从联系服务南湖社区后，南
岸区民政局局长钱宇航就成了社
区的常客，隔三岔五就要到社区来
走访一趟。“这是个老社区，有2.5
万居民，其中老年人就占了半数以
上，让我们来联系服务，恰如其
分。”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社区的事，家长里短，“什么时
候发放低保、退休工资好久能加一
点、楼道里的清洁卫生能不能搞好
一点，居民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要
一一记录，然后协调相关部门，尽
可能地予以解决。”钱宇航说。

具有属地管理职能的街道和
社区更是没少操心。半年前，借
周四服务群众工作日之机，花园
一村9栋2单元的张义碧阿姨反
映了老旧楼栋漏水严重的情况。

“接到群众的诉求后，我们非常
重视，立即核实情况。”社区居委
会主任余建说，经过查勘，房龄老
化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有
的居民将屋顶利用起来，或种菜
或养鱼或搭棚。

经过层层申报，屋顶防水项目
很快启动，拆违建、清除杂物、铺设
卷材、做防护层，护院一村、三村、
四村总计1052户居民的漏水问题
得到了根治。

除解决群众问题外，“两解一
帮”工作还注重解释政策和帮助解
困。前者，对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
利民政策进行形象化、通俗化解
读，比如，通过“龙梅讲堂”“广阳故
事会”等群众性平台宣传十九大精
神，受到群众广泛点赞；后者，充分
发挥该区18万余名志愿者、1000
余个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广泛开
展志愿帮扶活动，融合区级部门和
群团组织共50余项救助职能，帮
助群众纾困解难，实现基层减负提
效。

“两解一帮”实施两年来，南岸
区共收集群众诉求4980余件、办
结4600余件，密切了干群关系，推
动了问题解决，改进了干部作风。
南岸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把“两解一帮”作为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抓
手，在开展调研走访、参与志愿服
务、共联组织生活、落实党建联席
会议、解决急难问题等五个方面强
化效果、固化制度、转化成果，以实
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两解一帮”践行初心使命

南岸两年解决4600余个问题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