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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邓的 胡润雪

细雨蒙蒙，如文明润心。11
月6日，参加全市深化拓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现场
推进会的与会人员兵分两路，走进
南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南川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基地、南平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大观镇金龙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金龙村朱

家院子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参观，探

讨交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的路径、经验。

机制制度有高度
走进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参观嘉宾的手机便开始了“连拍”

模式。回廊两旁展示了我区启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

作以来的活动照片，从理论宣讲到
各种志愿服务，丰富多彩。最吸引
大家的是墙面上展示的工作机制，

五步骤对接需求、六聚焦策划项
目、七单制实施项目，我区“567”菜
单化服务群众的新模式被参观团
队称为“真经”，纷纷表示要带回去
用于实践。

本着“始于群众需求，终于群
众满意”的宗旨，我区打造了集志

愿者数据管理、线上线下联动、群
众点单服务、交流展示活动四项功
能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云平台。在当日的参观中，志愿者
为大家演示了在有线电视上“点

单”、学习、发布紧急求助消息的流
程和方法，受到参观团队的高度欢
迎。大家好奇地拿出手机，对着二
维码“扫一扫”，体验手机移动端

“点单”的便捷。

“为志愿者定级，不错！”“这个
方式更能激励志愿者！”“这是对志

愿者的认可和高度礼遇！”……看
到桌子上摆放的各色志愿者“身份

证”，参观人员都争先拿起翻看。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马岱良对此更是十分肯定，他拿过
讲解员的麦克风高兴地对大家说，

“南川为志愿者颁发‘身份证’，并
出台相应的礼遇办法，这些尊重志
愿者的做法值得学习！”

志愿课程有特色
南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

基地是全市首个挂牌的文明实践

培训基地，也是我区培育志愿者的
孵化器。基地不仅常年开设志愿
服务相关课程，还设有志愿者沙
龙，供志愿者交流。在基地数字体

验区，不少嘉宾上前体验，“请系好
安全带，中速撞击即将开始。”在工
作人员的指引下，市文化旅游委公
共服务处副处长龚小嘉就切身体

验了一次行车撞击。“真是很直观
地体验了一次撞车。”龚小嘉说，在
行车规范中，很多教科书式的教学

不如体验来得直接，南川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培训基地的体验区就像
一个科技馆，让大家能更深刻地领
悟各方面的知识，寓教于乐，非常
好。建议将车辆撞击体验带到驾

校，让更多新驾驶员能明白安全带
的重要性，自觉安全文明行车。

在多功能厅，一群小学生志愿
者正在进行培训。培训通过讲解
志愿者的定义、精神、权利、义务、

要求，并在讲解中穿插播放视频，
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传达给大家。团市委志愿服务
中心干部王梓鹏告诉记者，“过去
我们说要学习雷锋，要做志愿者，

但是对志愿服务的内涵和理解不
够深刻，南川区的志愿者培训用生

动的授课和体验解读了什么是志
愿者、什么是公益活动、公益活动

的真正含义，也从各类人群特点出
发，告诉大家我能做什么，我该怎

么做，进一步提升了志愿服务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綦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主任刘春梅对该基地的课程开设
也非常赞赏，她说，“这个培训基地
课程开设有特色，各种模拟体验教

学也十分有用，南川整合资源的方

式值得学习！”

振兴乡村有效果
当天，南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十分热闹，广场上，一场“百讲进
百村”的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舞

蹈室，文艺志愿者正在练习舞蹈；培

训室，剪纸非遗传承人正在教村民
剪窗花。该文明实践所依托综合文
化服务站建立，整合政务服务、文化

服务、电商服务、健康健身等平台资
源，强化村（社区）文明实践站的指
导和联动作用。该所吸纳党员干
部、乡贤能人、返乡人才等组建“伍
柒捌”“百灵鸟”“大管家”等特色志
愿服务队16支，开办“移风易俗大
家说”讲堂，培育和内化新时代新农

村的良好风尚。实践所还发动 26
家区级骨干企业、136名农家乐业
主，开展产业技能培训、务工就业
介绍等志愿服务活动，提升群众就
业创业致富能力，29户贫困户通过
技能学习实现人均年增收2000余
元。参观嘉宾表示，该所不仅丰富
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有力助推
了乡村振兴。

垃圾分类有积分、参加学习

有积分、志愿服务有积分……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工作中，大观镇
金龙村探索建立了“益心益行”驿

站，结合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环境
整治、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工作，

突出“孝善勤美”，从孝老爱亲、敬
老助老、勤劳致富、爱护环境等方

面，具体实化文明实践积分内容，
量化积分标准。来到积分超市，正
在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村民刘
明淑被嘉宾们“围”了起来，纷纷向
她询问积分来历。

“在金龙村，每家门口都有三

种颜色的垃圾桶，只要把垃圾进行

分类，把可回收垃圾收好交给保洁
员，就能获得一张积分券。我家的

肥皂现在都是靠我垃圾分类换来
的。”刘明淑告诉嘉宾。

“金龙村积分兑换的形式十分
新颖，调动了群众积极性，让群众

自觉参与。”云阳县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中心主任熊咏说，一路走来受
益匪浅，新时代文明实践是打通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

文明与实践相结合就必须让群众
自己说、自己做，南川的做法都值
得借鉴学习。

走进大观镇金龙村朱家院子，
一栋栋整齐的房屋，造型别致的花
园里芳香沁人心脾，树梢的橘子格
外抢眼，家家户户的院子干净整
洁，嘉宾们都感叹，通过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后的农家小院真是写满

了美丽的乡愁。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新闻办主任助理谭真星感叹道，
从人居环境的改善，到村民精神面
貌的改观，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
大的内生动力，未来的南川一定会
越来越好。

一步一风景 处处见文明
——全市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参观侧记

本报讯（记者 罗苑瑜）10
月 27日，东城街道灌坝社区党
委好邻居党支部牵手石溪镇盐

井村党总支，开展城乡党支部联
建活动。

是日上午，来自东城街道灌

坝社区党委好邻居党支部和石溪

镇盐井村党总支的40多名党员齐

聚石溪镇盐井村。活动一开始，全
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

在城乡党员文明竞赛活动
环节，现场人员分为两组参加竞

赛。竞赛围绕《党章》、“创文”知
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等展开。竞赛现场，大家积

极作答，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灌坝社区党委文明创建活
动走在全区前列，值得学习。”盐

井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杨光钟说，
希望通过与灌坝社区党委的联

建，促进盐井村党总支党建工
作，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在盐井村走深走实。
除了文明知识的宣传学习，

现场还对石溪镇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板凳龙的文化历史、传

承进行了讲授。

板凳龙是在石溪镇的田间

地头、农闲之时兴起，以文艺表
演的形式欢庆丰收，至今已有

130多年历史。近年来，石溪板
凳龙得到不断挖掘和深化发展，

已成为我区的民俗文化品牌，被
列入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如今，石溪板凳龙舞作为
校本课程在石溪镇中心校广泛

开展，这一民间艺术得到了传承
和发展。

“今天实地了解了民间艺术

板凳龙，回去后我要将板凳龙的

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党员和群众，
让大家都了解南川劳动人民的
勤劳和智慧。”灌坝社区党委书
记杨勇说，通过与盐井村党总支

的联建，促进了城乡党员的思想
文化交流，很有收获。

杨勇说，灌坝社区将城乡党
支部联建作为重要党建工作来

抓，已先后与黄淦村、庙坝村、盐
井村开展了联建活动，接下来，还

要深化活动效果，在加强党建工
作指导的同时，广泛开展农村志

愿服务活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灌坝社区与盐井村“牵手联建”

■ 记者 罗苑瑜

10月 31日上午，秋日的艳

阳照耀着乾丰镇农化村 5组的
茶苗基地，周应乾和几名工人正

在地里忙着松土，别看周应乾身
材瘦小，干起活来却干劲十足。

他说：“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改
变了我们一家，我一定要把茶苗

种好，把生活过好。”
2016年以前，周应乾一家

还是村里的贫困户，住房陈旧破
烂，自己有病在身，他和老伴过

得很是清苦。

“生活苦点不怕，但最怕的
就是房子垮，一到雨天就提心吊
胆。”周应乾老伴陈永兰回忆

道。“这还多亏了几名驻村干

部。”周应乾说，镇里和村上的干
部三番五次上门来鼓励他，告诉
他政府有补贴政策，他自己花不

了多少钱就可以住新房。在大

家的帮助下，2016年底，周应乾
和老伴顺利搬进了新家。

住房有了保障，两位老人

的日子过得舒心多了。“房子修
好了，我可不能就这么闲着。”

老两口是勤快人，除了自家田

地，还把周边闲置的土也整理
了出来。周应乾还向银行申请
了 5万元贷款，用来发展农业

生产。

去年，随着村里绿茶育苗基
地的建立，周应乾和老伴的生活
再次迎来了大转折。“茶苗基地

是村里的扶贫产业，优先考虑让

贫困户、低保户等贫困群众先就
业，周大爷，你来试试。”茶苗基

地招工，该村党支部书记盛娟第

一个想到了周应乾。
“茶苗基地就在家门口，我

和老伴都可以去，忙的时候在基

地打工，不忙的时候回家继续种
庄稼，几份收入都不误。”周应乾
说，从去年 8月到基地务工以

来，他和老伴已收入工钱近2万
元。“今年，基地还要拓展，我把
家里8亩地流转给了基地，到时

候又是一笔收入。”

不仅如此，周应乾心里还打

着“小算盘”。“现在茶苗基地发
展很好，听说还要建民宿发展旅

游，我和老伴商量好了，明年我
们也把房子装一装，办个农家

乐。你说，这是不是幸福生活到

来啦？”说着，周应乾和老伴相视

一笑。

老周的幸福生活

11 月 4 日，我区 2019 年
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
展示活动在区体育馆举行。

本次展示活动由区体育

局、区老年体协承办，区健身
气功辅导中心协办，共有160
余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参与了
本次活动。 记者 喻梵 摄

我区举行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活动

图①：与会嘉宾认真翻阅相关资料。
图②：与会嘉宾在南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参观。
图③：11月6日，参加全市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的嘉宾们在南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基地体验安全教育

课程。 记者 汪新 甘昊旻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佳
遥）11月7日，记者从区气象局

获悉，本周末以阴天到多云天

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市民
朋友可以利用周末的好天气，

和家人、好友结伴出行，远足、

登山、赏秋叶，尽享深秋之美。
据区气象局工作人员介

绍，本周受冷空气影响，体感

温度偏低，周末逐渐放晴，最
高温达 19℃。这样的天气适

合进行户外活动，但中午时段

紫外线辐射较强，市民朋友需
注意防晒，及时补充水分。

本周末具体天气情况为：

11月 9日，阴天转多云，气温
12~19℃；11月 10日，阴天，气
温13~18℃。

周末无雨宜出行

本报讯（记者 邓的）金
佛山西坡索道将于 11月 9日
正式恢复运营，11月日 9日~
17日，金佛山西坡将对所有
游客实行免索道票优惠，届

时，广大游客可以来到金佛山
景区，观金秋绚丽彩林。

按照相关安全技术规范
要求，金佛山西坡索道自2019
年9月15日开始停运检修，目

前索道检修工程已完工，将于

11月9日正式恢复运营。
11月正是金佛山彩林的

最佳观赏期，金佛山彩林主要
分布在海拔 1900~2100米，主
要有黄露、漆树、五角枫、柿

树、中华槭等40余种“变色植
物”。天气渐冷，植物叶子陆
续由青转黄、由黄转红，因颜
色深浅不同、时间先后不同而
出现彩林。同时，游客还可前

往天星温泉城泡温泉。

11月9日~17日
金佛山西坡索道免费乘坐

本报讯（记者 陈蕗颖）
11月5日，区人民法院开展集

中拘留行动，在夜间集中突击
查找17名逃避、拒绝执行的被

执行人，开展强制执行工作。

是日晚上，执行干警将一
起信用卡纠纷案被执行人霍某

拘传到庭。2015年，被执行人

霍某向申请执行人申请办理信
用卡，使用后未按约定按时清

偿欠款，多次催收未果。随后，
申请执行人将被执行人霍某诉

至法院。后双方自愿达成调解
协议，约定霍某于2019年6月
30日前偿还和支付。

调解协议到期后，霍某迟

迟不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
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本次

执行行动中，执行干警将被执

行人霍某拘传至法院，经双方

当事人协商一致后达成和解

协议：被执行人霍某于 2019
年 11月 5日向申请执行人支

付案款 5700元，从 2019年 12
月起每月向申请执行人支付
案款1500元。

据了解，本次执行行动成

功拘传到庭 8人，2人主动到

庭履行，扣押车辆 1辆，决定

拘留8人，执结案件12件。最
终在执行干警的劝导下，8名
被执行人全额履行案款或与
申请执行人自愿协商达成和
解协议，执行到位金额 20余
万元。

区法院夜间突击
拘留失信被执行人

11月5日，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集体出发，开展集中拘留行动。
记者 任前蔚 摄

●遗失重庆渝富兴南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3001271901，特此声明。

●遗失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于 2018年领取的非税

手工发票 6份（空白），发票号码：771522556、771522557、
771522566、771512633、771512663、771512664；非税电脑用
发票1份（空白），发票号码：793484402，特此声明。

●遗失大有镇大一居民委员会2016年《重庆市城乡居

民合作医疗保险收费专用收据》，收据编号为：006237951~
006238000，006238051~00623815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人民政府《重庆市城乡居民合
作医疗保险收费专用收据》2150份，收据编号为：002585401~
002585600，002588251~002588300，002589251~002589350，
007211201~007211250，002825651~002825700，001699251~
001699300，001923351~001923450，001923701~001923750，
001923801~001923850，001924201~001924250，001925201~
001925250，001925551~001925650，001929351~001929400，
(2015)006183501~006183550，(2015)006186001~006186100，
(2015)006186251~006186300，(2015)006187801~006187900，
(2015）006187951~006188000，(2015)006188201~006188250，
(2015)006188751~006188800，(2015）006189101~006189850，
声明作废。

● 遗 失 张 学 友 保 险 展 业 证 ，证 号 ：
02000150010280020171101928，特此声明。

●遗失丁兰炘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410553，特此
声明。

●灭失朱代忠摩托车，车牌号码：GY3758，特此声明。

便民服务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