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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盛）“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1月10日，在钓鱼城街道久长路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外
的广场上，由钓鱼城街道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文艺演出正在上演。

演出现场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文艺表演在歌舞《不忘初
心》中拉开帷幕，音乐快板《放歌鱼城颂平安》、女声独唱《祖
国，你好！》、小品《做个文明城区文明人》等节目轮番登台，为
居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大家在寒冷的冬天感受
到阵阵暖意。演出最后，当《我和我的祖国》歌声响起时，围观
的群众跟着旋律自发唱了起来，优美的歌声在四周回荡，把整
场演出推向了高潮。演出活动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钓鱼城街道

文艺演出营造节日氛围

1月14日，合阳城街道商会组织辖区部分商会会员分组去到五显村和马岭村，向
部分困难群众送去了慰问品和新春的祝福。 记者 李文静 摄

南津街街道花园社区

进行节前环境卫生交叉检查
本报讯（记者 王倩 通讯员 张露）1月15日，南津街街道

花园社区组织部分党员代表、院落代表、居民小组长和社区干
部分组到各院落交叉检查各家各户环境卫生，并开展互评。

检查组去到各家各户，对照检查标准，现场打分。通过此
次交叉检查，不仅全面掌握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而且
大家可以取长补短，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参与环境卫生整
治的积极性，使全社区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朝着常态化、制度化
方向发展，让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有效地运转下去。

文明城区你我同创文明城区你我同创 幸福合川万家共享幸福合川万家共享

重庆久满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贺友带领企业员工，去到钱塘镇敬老院
看望慰问该院的76位老人，为每一位老人送去慰问品。 记者 杨长泉 摄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欢歌笑语辞旧岁,共话辉煌又一
春。1月16日晚，太和镇2020春节联欢晚会在该镇凤仪广场
隆重举行。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共迎新春。

晚会热情讴歌新时代，抒发了建设“人文太和·美丽家园”
的壮志豪情。整场晚会大气磅礴，融艺术性、娱乐性于一体，
13个节目涵盖歌曲、舞蹈、小品、魔术等节目，全镇干部群众载
歌载舞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情，用歌声赞美一年来所取
得的成绩，用优美的舞姿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太和镇

欢声笑语辞旧岁 载歌载舞迎新春

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青藏高原，
被人们称为“世界屋脊”。这里气候十分
恶劣，特别是冬季，大雪漫天，十分寒冷。
就是在这里，有一位合川籍姑娘，一身戎
装、英姿飒爽，和战友们一道，不畏艰险、
爬冰卧雪，用躯体铸成边防长城，顽强拼
搏、勤学苦练，收获殊荣。她就是二等功
获得者潘婷婷。

喜报飞传 合川姑娘荣获二等功

农家飞出“金凤凰”。1月17日，春节
将至，钱塘镇高石村锣鼓喧天。一份来自
西藏的喜报，跨越了2000多公里，传到了
现役军人潘婷婷家里。

当天，来自西藏军区某旅的代表，在
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钱塘镇人
民政府的代表陪同下，在当地群众的热情
簇拥下，专程前往潘婷婷家，为这个光荣
之家送去喜报和慰问金。

“我现在非常激动，没有想到部队和
政府这次花了这么多心思组织这次送喜
报的活动。”潘婷婷告诉记者，得知部队将
前往重庆为家人送喜报时，她还坚守在自
己岗位上，但许久没有回家的她也非常想
和家人一起见证这荣耀的一刻。于是，她
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向上级报告了自己
想回家的想法。部队得知她想回家参加
这项活动，第一时间进行协调，开通绿色
通道，专程派车将其按时送到拉萨贡嘎国
际机场，因此，潘婷婷才能够和自己的家
人一起见证这份荣耀。

毅然从军 不爱红装爱武装

记者见到潘婷婷时，她穿着一身帅气
的军装，身材偏瘦，脸上带着些许高原红，
双手被风吹得粗糙，泛红。在大家的热情
询问下，潘婷婷羞涩地向大家讲起了自己
的从军之路。

潘婷婷出生于 1997 年，她的家族没
有人当兵，家里人对于电视里英姿飒爽的
军人总是有一股特别的憧憬。在家长潜
移默化的影响下，她对绿军装产生了一种
向往的情感。2016年6月，潘婷婷高中毕
业，顺利考上了大学。此时，她偶然得知
合川的义务兵征集信息。怀揣着一家人
对绿军装的向往，她应征报名，并顺利通
过，在上大学和去部队之间选择了后者，

从此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
入伍后，潘婷婷被安排到西藏军区某

旅。在青藏高原，首先是为期三个月的新
兵训练，克服高原反应是第一关。于是，
潘婷婷不仅要训练，还要在休息时间学习
如何适应高原生活。好在身体素质过硬，
没过几天，就完全适应了。

随后，潘婷婷被分配到卫生连担任
护理员。在此期间，她虚心请教，刻苦历
练，专业技能名列前茅。执行任务时，她
不惧脏累艰难，坚持贴心服务，护理伤病
员达 300 余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高原
天使”。

百步穿杨 谁说女子不如男

“一名军人，不仅战场上要会救护，也
要让子弹穿过敌人胸膛。”虽然身为卫生
兵，但潘婷婷总是认为年轻人要多学习新
的技能。作为一名军人，成为一名优秀的
狙击手是潘婷婷的下一个目标。身旁的

人劝她不要异想天开，但
这样的看法却激发了她
不服输的志气。借着打靶
训练时医疗保障任务的间
隙，潘婷婷总是站在观摩席
上“偷学射击”，归队后还不断反
复总结。

2019 年初，当潘婷婷听到上级将组
织狙击手比武集训的消息后，便主动请
缨，经过层层选拔，她作为全旅唯一一名
女兵，代表西藏军区赴内蒙古朱日和训练
基地参加集训。

在集训期间，每打完一发子弹，她都
会记录下当次的射击参数。上膛、卧倒、
击发，这三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动作，潘
婷婷却每天都要练习上百次。一遍遍下
来，全身都是淤青。不经一番寒彻骨，怎
得梅花扑鼻香。她面对各大战区的精英
高手，一次次奋力拼搏，一次次超越极限，
狙击技术日益精湛，在某型号5.8毫米狙
击步枪枪种考核中，她获得该枪型限制识

别射击科目第一和总成绩第五的好成绩，
并在所有参训女兵中名列第一，在西藏军
区所有参训人员中名列第一，超越了一大
批狙击精英，被表彰为“狙击枪王”，荣立
二等功。

一样的美好年纪，不一样的飒爽青
春，从一个卫生兵蜕变为一个神枪手，潘
婷婷的脸上还带着些许青涩，但她坚毅的
目光似乎时刻都在表达一个决心：投身国
防永远只有进行时，祖国的繁荣昌盛需要
自己继续砥砺前行。

农家飞出“金凤凰”
——记合川籍现役军人二等功获得者潘婷婷

○记者 余文文

本报讯（记者 周云）1月20日，“心中风景——关宏臣油
画作品重庆合川邀请展”在合川图书馆开展。

本次邀请展系合川区2020年庚子鼠年迎新春系列文化活
动之一，由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区委宣传部、区文
联、区文化旅游委、重庆市区域性公共图书馆联盟主办，区图
书馆、区文化馆、区美术馆等单位承办，展览为期一个月，共展
出中国著名油画家关宏臣山水油画作品115幅。其中，有关宏
臣在俄罗斯、瑞典等国的写生油画作品，也有其在广西、重庆
等地的写生油画作品，迷人的山水风光与高品质的油画创作
技艺，为市民献上一台丰厚的油画盛宴。

关宏臣，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著名油画家，作品多
次参加全国、全军大型美展并获奖，作品及论文多次发表于

《美术观察》《美术研究》《中国美术报》等权威期刊，部分作品
被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意大
利联合银行、标志雪铁龙公司收藏。

“关宏臣油画作品重庆合川邀请展”开展

本报讯（杨长泉）1月16日，我区在钓鱼城街道久长路步
行街开展2020年安全燃放烟花爆竹集中宣传活动。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区政府组织区公安局、区应急局、区
燃放办、区打非办、区烟花爆竹协会、元康商贸公司等单位设
置宣传咨询台，工作人员热情向过往的群众送发《合川区人民
政府关于禁放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等宣传资料
3000余份。并向前来咨询的市民普及烟花爆竹真伪辨别、购
买和安全燃放的常识，广泛宣传烟花爆竹管理燃放的相关规
定，详细讲解了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时间、区域及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的危害，让市民了解相关法规，规范燃放行为，要求大
家动员身边的人积极响应，争做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者、
捍卫者、守护人。

区燃放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营
造依法、安全、文明燃放烟花爆竹的良好氛围。

我区开展安全燃放烟花爆竹集中宣传

送喜报的人员与潘婷婷合影送喜报的人员与潘婷婷合影
记者记者 余文文余文文 摄摄

潘婷婷在雪地训练潘婷婷在雪地训练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余文文 魏鑫 通讯
员 彭德利 杨朗 任燕 周崇琼 唐敖
张栗）在春节到来之际，我区社会各界
深入村（社区），开展向困难群众送温暖
活动，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和爱心人
士的关怀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并表达
新春的祝福。

1月14日，区人力社保局全体班子
成员共11人深入联系村香龙镇黑石村，
走访慰问帮扶结对贫困户，为他们送去
了党和政府的新春慰问，把人力社保优
惠政策、春联、年画、“福”字以及米和食
用油等送到了贫困户手中。

1月14日上午，南津街街道人大工
委组织人大代表、区书法家协会书画家
和区农委的专家一道走进夜雨村，开展
节日送温暖活动。当区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粟彪和赵景平创意的“福”字作品
一出笼，便受到村民追捧。大家争先恐

后领取书法作品，一手一个“福”字，喜
笑颜开。同时，区农委农业专家还为村
民送去农业科普资料，并现场为村民释
疑解惑。企业代表还专门为夜雨村的
困难群众送去大米、菜油、干面等食物，
以示新春的祝福。

1 月 15 日下午，区民政局、区福利
院和江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区福利
院开展“情暖三江、小年夜我们在一起”
活动。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激
情四射的舞蹈，有婉转悠扬的独唱，有
气势澎湃的合唱，还有趣味十足的猜灯
谜。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还为院内老
人送上了新春礼包。

近日，区司法局组织全区律师、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对社区矫正人
员帮扶慰问活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代表对11名患有残疾重病、生活
确有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了走访

帮扶，为他们送去米油等生活用品及慰
问金。1 月 17 日，区司法局组织律师、
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等普法志愿者
在区客运中心设立“返乡农民工法律服
务咨询点”，开展“助力梦想驿站，法律
援助送温暖”主题活动。活动中，志愿
者围绕近期公布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就农民工关心的劳动合同签
订、工资拖欠、工伤赔偿及劳务纠纷等
问题向返乡农民工进行了宣讲，区法律
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就法律援助内容、申
请条件及程序等问题向农民工及现场
群众进行了讲解。活动期间，共发放

《法律援助服务指南》《常用法律手册》
《宪法在您身边》等普法宣传资料2000
余册，发放普法宣传礼品袋500余个，现
场受理法律援助申请10余人次。

春节在即，大石街道情牵百姓冷
暖，开展走访和慰问，组织丰富多彩的

春节活动，让群众温暖、体面、欢喜过新
年。街道慰问村（居）离任老干部、伤残
军人、军烈属、特殊困难家庭，关心关爱
残残疾人家庭、建卡贫困户家庭，送去
糖、米、面、油、奶等生活物资，为他们张
贴喜庆吉祥的春联。开展了“惠民政策
宣讲”，对群众咨询的低保五保政策、农
村建房政策、农机补贴政策、退役军人
政策等进行耐心的宣传和解释，让群众
了解政策，掌握政策，用好政策。

1 月 19 日上午，重庆巨佳环境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去到合阳城街道、
肖家镇、燕窝镇等地开展慰问活动，为
600余名环卫工人们送去了米、油等慰
问品。慰问中，爱心企业负责人对环卫
工人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中的的辛勤
付出致以崇高敬意。随后，爱心企业负
责人将600余份价值6万元的慰问品送
到环卫工人的手上。

社会各界开展向困难群众送温暖活动

（紧接1版）并围绕三江水质保护，积极行使地方人大重大事
项决定权，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和重大事项决定对嘉陵江、涪
江、渠江三江水质保护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同时，加大监督力
度，积极推动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

同时，还将建立六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协同推进三江水
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召开一次工作联席会议，交流
推进三江水质保护工作经验，协调解决推进工作中重点难点
问题等。两个或多个县（市、区）人大将不定期联合开展水污
染防治视察、执法检查，形成联合排查、相互监督、情况通报、
信息交流等机制。

“通过这些措施，增进六县市区共同保护嘉陵江、涪江、渠
江水环境质量的共识、形成推进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合
作局面。”区人大城环委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区人大常委会也将进一步加大法律监督和工作
监督力度，实现生态环保监督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积极与周
边兄弟县市区人大联合开展视察、联动开展监督，确保一江清
水向东流。

让三江水更活、更净、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