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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袁 询） 7 月 28
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南津街勤务
大队骁骑队员王铜接到群众求助，称
一名小孩因抽搐晕厥急需送医得知这
一情况后，王铜迅速开道护送小孩赶
往医院，为生病小孩争取到宝贵的救
治时间。

当天下午 17 时 15 分，王铜途经缤
果城路口时，一辆公交车的驾驶员突
然急匆匆地将王铜拦停。“警察同事，
我车上有一名男孩突然抽搐，情况很
严重，请你帮帮忙！”接到驾驶员的求
助后，王铜迅速上车查看，发现该小
孩脸色苍白，已经晕厥，而且小孩是

独 自 一 人 乘 坐 公 交 车 ， 没 有 家 长 陪
同。由于情况紧急，如果等待救护车
前来会耽误最佳救治时间，王铜二话
没说，迅速将小孩抬上路边招到的一
辆出租车，并立即开启警笛为出租车
开道。

为提高通行速度，王铜一边开启警
笛一边指挥前方车辆靠边让行，为小孩
开辟出一条快速救援通道。原本需要25
分钟左右的车程，在王铜的护送下，仅
仅10分钟就将小孩顺利送到医院，为及
时救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据了解，由于救治及时，目前该
小孩身体已无大碍。

小孩突发疾病 交巡警紧急开道护送

本报讯 （记者 谌永恒） 8 月 3 日上
午，南津街街道白塔街社区开展“传承
好家风 情暖夕阳红”七夕节主题活动。
活动邀请了辖区内 5 对金婚、银婚夫
妇，分享好家风好家训和婚姻生活趣
事，展示老人们执子之手，相濡以沫的
爱情故事。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
只够爱一个人；如今时代发展，生活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我只爱
你……”“结婚50年，从未拌过嘴，感谢
老伴多年来对我的照顾和包容，你辛苦
了……”活动中，金婚、银婚老人播放了
提前录制的告白视频，为老伴送上节日祝
福和惊喜，感谢老伴对自己事业上的支
持，生活上的照顾和数十年来的深情陪

伴。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大家分享了好
家风好家训、谈恋爱时的海誓山盟、婚姻
生活中细水长流的贴心陪伴等爱情细节。

同日，该街道紫荆园社区开展“爱在
七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活动中，社区干部、志愿者向辖区居
民讲述了七夕的渊源、习俗及文化内涵，
并传授手工技巧，使用红绳现场制作中国
结和腕带。大家以朗诵的形式分享了中华
经典读物，感受传统节日折射出的浓郁文
化气息，引导辖区居民认知传统、尊重传
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促进现代家庭
观念的健康成长，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力
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南津街街道开展七夕主题活动

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优良家风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富
为）“我是外地的，哪晓得你们合川不
能捕鱼？”“非法捕捞全国严打，而且这
牌子上‘禁止非法捕捞’几个字写得这
么清楚……”这段对话，发生在近日区

公安局打击非法捕捞现场，面对捕鱼
者的狡辩，民警用两句反问怼得他哑
口无言。

8 月 2 日 20 时许，区公安局食药
环支队联合双凤派出所开展“夏夜巡
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进行水域巡
查执法。在巡查过程中，一阵“呲呲”
作响的微弱杂音，引起了民警的注
意。“有人在电鱼！”经验丰富的民警
做出断定。

通过分析研判，民警认为现场可能
还有人通风报信，要避免打草惊蛇。

随后，多名民警围绕捕捞区域分散
站位，将“大网”悄悄撒下，在上级统一
指挥下，缓慢朝着目标合围，伺机抓
捕。“你是哪个？”一双大手从背后搭在
嫌疑人肩膀，受了惊吓的嫌疑人拔腿就
跑，刚跑出没几步，就被前来包围的民
警擒住。男子见插翅难逃，便对着藏匿
的同伙大喊：“你出来嘛，到处都是警
察，跑不脱！”。在男子的劝说下，穿戴
着捕鱼装备的同伙也从藏匿的桥底下
现身自首。

在民警的询问中，两人打起了“小

算盘”，称自己在外地多年，不知道合川
不能随便捕鱼，想借“不知者无罪”进行
开脱，但在民警义正言辞的回答和一旁
醒目的“禁止非法捕捞”标语面前，二人
瞬间沉默了。

最终，民警现场抓获非法捕捞者两
人，查获捕鱼工具两套，缴获并放生鲫
鱼、鲶鱼、泥鳅等渔获物共一百余条，二
人对自己非法捕捞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该案正进一步办理中。

民警提醒：非法捕捞，切莫侥幸，否
则最终“入网”的是自己！

非法捕鱼 最终“入网”的是自己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夏季治安打击整治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百日行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
索选择了我们自己的道路。在不断学习、
借鉴和继承的同时，如何防止因学习而把
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解构掉，确实是一门
不浅的学问和艺术。

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家
和高手。他把两者巧妙结合，为我国既坚
持社会主义、又突破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
围堵杀出了一条血路，赢得了时间和空
间。在这个领域里面，邓小平可以说是挥
洒自如，充满大智慧。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来源于他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自信。我们不难发现，
在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
一词。躲闪，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
让出阵地，与他的性格和勇气是格格不入
的。

推动一项伟大的事业，特别是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伟大的事业，不埋下
头来认真地从自己的传统和别人的经验中
汲取营养是不行的。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
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最重
要原因。我们用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知识和经验，不可能都靠自己原创，大多
数须通过学习、借鉴、继承获得。只有如
此，才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有所发展，有
所创新，有所前进。学习的内容，无非两大
类：一是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二是
其他国家和民族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一
个国家和政党，如果对这些成果都一概否
定、拒之门外，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但是，怎样吸收和借鉴，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党，在否定封建主
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理论的背景下选择了我
们自己的道路，在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同时，如何防止因学习而把
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解构掉，确实是一门不浅的学问和艺术。这
正是我们提出“批判地吸收借鉴”这个观点的深刻含义之所在。

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和高手。他把两者巧妙
结合，为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突破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围堵
杀出了一条血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这个领域里面，邓小平
可以说是挥洒自如，充满大智慧。

粗略地概括他的智慧：
一可曰“夺旗帜”。长期“左”的影响，使我们在许多领域里面

动辄问“姓社姓资”，把不少原本属于全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东西
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结果是，这些东西没有销声匿迹，照样发挥
着影响，而我们自己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失去了话语权。因
此，夺回这些旗帜，为我所用，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
招。邓小平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一个“猫论”，一句“摸着石头
过河”，一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把大量
过去失去的话语权统统收入囊中，一下子扭转了局面。在回答西
方记者“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的提问时，他不但给
予了肯定回答，而且突出强调，“一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的”，体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眼光和境界。

二可曰“涂颜色”。有些成果，西方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
家同样可以用。但从历史渊源讲，这些成果确实又是人家发明
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人家的色彩。怎么办？邓小平的做法是：加
上“社会主义”，就可以为我所用；加上“中国特色”，就把特殊性和
一般性结合起来了。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搞得早。
现在，我们也搞民主，西方人难免会用自己的民主观对我们指指
点点。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没有选择放弃民主，而是强调，我们
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高举民主旗帜的同时，也拒绝了西方人
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同样，一个“中国特色”的概
念，既回击了僵化保守力量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又断了西方
别有用心的势力催促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念想。

三可曰“算明账”。对于好的东西，该承认就承认下来，不含
糊，不藏着掖着、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数，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在
这方面，邓小平对普选的态度是最典型的。一说民主，西方人就
拿出普选来作为衡量标准。对于这样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概念，
邓小平首先予以认可。但是，认可了，并不等于我们就得照搬。
邓小平自有解读：50年以后，我们可以实行普选，但现在的条件不
成熟——三言两语，把底线交代得一清二楚。在香港回归问题
上，邓小平则体现了另一种成竹在胸：既然香港在现有制度下保
持繁荣，回归后可以继续实行它的那一套。香港无需因为回归就
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内地更无需因为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便
要改掉自己。一国两制，各得其所。在当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资
本主义水火不容的观念的背景下，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把这笔账算
得明明白白。

四可曰“不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不
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摸索前进。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
度毫不含糊：大胆试，大胆闯，对与错，是与非，在探索中才能见分
晓，错了改过来就是。不能因为错误难免，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
前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对有些一时无法说清楚
的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止
一次地讲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发
明的钟爱。在他看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
而且白白耗费了大量时间，丢失机遇。也正基于此，说到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中苏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无惋惜地评价：“回过
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以上概括，极为简略。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绝不仅这
几招。不管哪一招，之所以能收放自如，根本还在于他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自信。正因为此，我们不难发现，千招万招，在
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这一招。躲闪，画地为牢，
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出阵地，与他老人家的性格和勇气是格格不
入的。

今天，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我们和国际社会之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联系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深入学习领
会邓小平的智慧。

（学习强国重庆平台供稿）

邓
小
平
的
政
治
智
慧

8月2日，大石街道农贸市场高压变电器出现了故障，造成周边70余户
商户断电。了解情况后，大石街道迅速联系相关部门抢修并垫付6.8万元
更换故障变电器，当天18时30分周边商户恢复了供电。

记者 刘鑫宇 通讯员 杨彬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余启华）7月29日
下午，区信息安全产业公司组织召开全
国文明城区建设工作专题会，会议传达
了合川区2022年全国文明城区建设工作
推进会会议精神，对相关工作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在建项目施工单位、园区
物业、酒店、智慧停车、园区入驻企业
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要强化思想认识，把
巩固全国文明城区建设工作作为一项

重点工作任务。强化措施落实，公司
办公区域、园区物业、酒店、在建项
目等重点区域要加强标识标语设置，
并充分利用智慧停车诱导屏等资源，
加强文明城区知识宣传，营造良好宣

传氛围，同时对闲置土地加强巡查管
理，理清责任，明确落实周边环境整
治，结合迎检契机，扎实开展党员到
社区、小区“双报到”以及“树新
风·革陋习”志愿服务活动。

区信息安全产业公司

扎实做好文明城区建设推进工作

2022年8月3日，合川区报告1例本
土无症状感染者。据初步调查，该人员
7月31日从市外返渝抵达合川区。

合川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快
速开展流调排查、核酸检测等处置工作。

现将该人员在渝期间主要活动轨
迹公布如下：

7月31日
12:16 从市外乘中巴车抵达重庆市

南岸区四公里枢纽站。
12:16-13:42 从四公里枢纽站乘坐

私家车（渝AX8566）到合川区合阳城街
道狮王华府小区家中 。

13:42-15:35 在家未外出。
15:35-15:45 步行前往合阳城街道

合州医院做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15:45-15:56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较

场坝社区主动报备。
15:56-16:29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合

州医院旁万品超市。
16:29-16:42 在合阳城街道辰锦街

腾海园林理发店。

16:42-17:50 步行回家后，在家未
外出。

17:50-20:46 自驾到钓鱼城街道陈
蹄花餐馆（江润店）。

20:46-24:00 返回家中，未再外出。
8月1日
00:00-08:50 在家未外出。
08:50-09:14 步行前往合阳城街道

瑞山西路菜市场。
09:14-09:19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瑞

山西路榕树街西路饭店。
09:19-17:30 步行回家后，在家未外出。
17:30-19:00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瑞

山西路榕树街西路饭店。
19:00-24:00 步行回家后，在家未外出。
8月2日
00:00-06:36 在家未外出。
06:36-06:46 骑摩托车到合阳城街

道狮王华府小区附近加油站。
06:46-07:24 前往云门街道。
07:24-07:50 在云门街道新场街

193号早餐店。

07:50-11:30 在云门街道阳彪村白
沙坝钓鱼，期间到附近亲戚家和阳彪村
4组46号小卖部。

11:30-14:30 在云门街道阳彪村白
沙坝亲戚家中。

14:30-18:02 骑摩托车返回家中后
未再外出。

18:02-19:00 乘出租车到南津街街
道文峰古街和家盛宴餐厅。

19:00-23:00 乘出租车前往南津街
街道欣乐荟KTV。

23:00-24:00 乘出租车返回家中，
未再外出。

8月3日
00:00-07:48 在家未外出。
07:48-08:18 步行前往合阳城街道

营盘街明舒粉餐馆。
08:18-08:36 在合阳城街道西市街

30号斜对面门市停留。
08:36-08:58 乘出租车到钓鱼城街

道中西医结合医院做核酸检测。
08:58-09:05 乘出租车离开，在合

阳城街道长青街九村烤脑花附近下车。
09:05-09:08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葡

萄街富华便利店。
09:08-10:16 步行到涪江一桥桥下

“我茶馆”。
10:16-10:38 步行返回合阳城街道

狮王华府小区家中。
10:38-16:40 在家未外出。
16:40 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请广大市民对照以上活动轨迹，加

强自查。在上述时间和地点与该病例有
轨迹交叉或有接触的，请主动向村（社
区）报备，于今日起3天内完成两次核酸
检测（核酸检测结果未出之前，严格落实
居家健康监测；两次核酸检测时间应间
隔24小时）。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
及时报告村（社区），到医疗机构发热门
诊就诊，外出期间做好个人防护，不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不参加聚集活动。

重庆市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2年8月4日

重庆市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合川区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在渝活动轨迹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