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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人最朴素的情感。祖国是
文人最常讴歌的对象。提起讴歌祖国
的歌曲，人们心中浮动着许多名篇佳
句，耳旁会响起许多动人旋律。从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
我心中重千斤”，再到“五星红旗你
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
豪”。无数的优秀爱国歌曲，构筑了
中华儿女厚重而绵长的爱国之情。

不得不说，因为数量实在庞大，
在佳作迭出的同时，这个题材名下也
有不少平庸之作。这次，郭峰把新歌
直接命名为 《中国》，是需要勇气

的。他没有畏惧退缩，不惮于在无数
的佳作名单上增添新的一首。词曲唱
集于一身是这首歌的特色，也是郭峰
一贯的作风。

简单而富有感染力是《中国》的
特点。郭峰表示，这首歌注重的是感
染力，相对来说，没有特别注意歌词
的文学性。“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
梦，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主歌部
分就是以这样的句式排列开。从“一
个梦”到“一颗心”，从“一双眼”
到“一段情”，再到“一份爱”。歌词
从字面到含义都十分简单，易记易
学。加上欢快而缓慢的节奏，很容易

让人闻“歌”起舞。
与前辈的同题材歌曲相比，这首

歌明显注入了时代精神。今天，步入
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
于世界的东方。新时代的中华儿女奋
发向上，为蒸蒸日上的祖国感到无比
骄傲。通过简单
的曲调和愉悦的
歌词来抒发爱国
情怀，正是时代
所需。郭峰的这
首歌可谓踩在了
时代的节拍之
上。

歌唱亲爱的中国
——歌曲《中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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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思
云） 日前，沙坪坝区教育
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系列教育展演活动在重庆
一中举行。区委常委、区委
教育工委书记、区教委主任
蔡道静，副区长周红玲出席
活动。

据了解，为促进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学校、进课
堂、进头脑”，在全区上下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之际，2017年11月
起，区教委紧扣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组织全区各学校开
展了童画、童书、童剧、童
绘等“童心向党”系列教育
实践活动。其中，党的十九
大精神进校园——童剧·向
党征集评选活动是“童心向
党”系列教育实践活动之
一。在“童剧向党”第九届
中小学德育剧比赛中，经过
班级、年级遴选，学校初
赛，全区预赛、决赛，共决
出 6个一等奖，30个二等
奖。

当天的展演活动在沙坪
坝区少儿民乐团带来的民乐
联奏中拉开了序幕。随后德
育剧 《相约》、《自信的沙
粒》、《我们家的故事》、《带
着国旗去旅行》，舞蹈《南
郁昭香》、《我在这里》、《一
树清寒》，合唱 《大地飞
歌》、《共圆中国梦》分别登
场，为到场观摩的师生们呈
现了一场视听盛宴。展演
中，参演的师生将党的十九
大精神融入到德育剧、民乐
联奏、舞蹈、合唱等表演形
式中，让十九大精神扎根到
校园，根植于每个孩子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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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裴 梓 臣） 近
日，区房管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
织单位党员、职工前往重庆火车西站
参观，看看征迁后这里的变化。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变化这么
大。”这是区房管局的职工周余亭在参

加主题党日活动后最大的感慨。2013
年，为保障重庆西站的开工建设，区
房管局在重庆火车西站片区开启了征
收之路，原先的住宅、企业在他们的
努力下搬离了这片区域，圆满完成了
征迁任务，为西站的开建腾出了土

地。而今，西部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
拔地而起，一点儿也看不出原来的形
貌，大多数房管局的职工都和周余亭
一样发出了惊叹。“至少说明我们的工
作没有白费，是有意义而且是意义巨
大的，这增强了我们的自豪感和对工

作的认同感。”周余亭说。
据了解，本次区房管局开展的主

题党日活动，就是为了增强广大党员
干部职工的干事创业热情，通过参观
重庆火车西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工作
的重要性。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区房管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吴楠） 近日，
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榜样面对面”
宣讲团成员、磁器口街道食药监所所
长张娜来到磁器口小学，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并为孩子们讲解食品安全
常识，教育和引导学生培养安全的消

费理念和健康的饮食习惯。
“小朋友们，请问我们在购买食品

的时候应该先看什么？什么样的食品
我们不能买……”在宣讲中，张娜及
磁器口街道食药监所工作人员以图文
并茂的方式，生动地向同学们讲解了

如何辨别垃圾食品、如何选购安全食
品，以及科学饮食等方面的知识，希
望同学们拒绝路边小商贩兜售的零食
和垃圾食品，养成科学饮食、安全饮
食的习惯，积极参与到沙坪坝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中来。

“今天学到了很多食品安全知识，
很有意义。”听完讲解，学生们纷纷表
示，今后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
购买流动摊点的不合格零食，少吃油
炸、烟熏、烧烤等食品，同时还将告
诉身边的人一起来关注食品安全。

“榜样面对面”宣讲团成员进校园宣讲食品安全

本报讯 （记者 赵杰昌） 1月 6
日至 7 日，重庆大学第一届启邦论
坛——全国高校研究生主席峰会在
重庆大学举行召开。来自重庆大
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 29所高
校研究生会围绕“高校研究生会组
织如何践行十九大精神”、“新时代
高校研究生会如何结合本校实际情
况，因地制宜开展改革举措”及

“高校研究生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对研
究生进行科技创新引领工作及促进

其学术水平提升”三大议题展开讨
论，探究高校研究生会的发展道路。

此 次 论 坛 以 “ 新 时 代 ， 新 征
程，新作为”为主题。活动中，重
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肖铁岩
以“研究生网络素养”为主题进行
专题讲座。肖铁岩就正确使用互联
网及网络素养的提高进行详细讲
解。他提到，公众网络素养尚难适
应信息的冗杂性，而互联网已经成
为了大学生的第三课堂，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平台。因
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至关重
要。同时，肖铁岩对大家开展学生
工作提出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
方向，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为师生服务的基础要求。

论坛中，各高校研究生会分别
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
学联学生会改革、科技创新引领工
作和服务重庆战略举措等议题展开
热烈讨论。香港大学研究生会主席

刘恒志谈到，目前香港已经在很多
方面落后于大陆，但是香港金融中
心、保险中心的优势仍在，希望各
高校研究生会优势互补，互相学
习。南京大学研究生会常务副主席
郭晨认为，研究生会应该为科创之
路贡献自己的力量。南开大学研究
生会副主席张亚杰认为，高校研究
生们既要有服务社会之公德，又要
有回报社会之能力，应当服务西
部，扎根基层。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作为
重庆大学首届启邦论坛探索高校研究生发展道路

创新方法强理论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付正友和党支部
班子一同积极谋划、组织、实施各项学习教育活
动。为确保教育活动的有效性，先后组织了党员大
会、支委会，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切实可行、富
有创新思想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实施方案》；为保障学习的严肃性，制定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为提高计划性，
拟定了《2017年“两学一做”学习计划》。

期间，付正友积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的集中学习
并撰写学习心得，且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个人的
自学计划，做到有的放矢，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促发展

付正友一直把爱岗敬业、求真务实当做干好工

作的基础，把开拓创新作为单位发展的源动力，自
上任以来，打出几个漂亮的“组合拳”：快速接手
8个审批已久未开发的占道停车场，对其实现规范
化管理；为辖区内12个占道停车场安装了道闸收
费系统，实现占道停车场由原来单一的人工收费向
智能化收费的转变；对沙南街停车库进行升级改
造，让当年曾经辉煌的西南地区第一家停车楼场又
焕发出蓬勃的活力。

这几个“重拳”无不体现着基层党支部和党员
发挥的战斗堡垒作用。

以学促行起作用

“要求职工做到的，党员干部必须优先做到，
并且在工作的落实当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给单位输入正能量，树立新风尚、新气象。”
在付正友的带领下，区公共停车管理处各项规章制
度日益完善，并形成制度汇编，细化全处干部职工
岗位职责，从领导到职工均细化职责，分工明确，
职责上墙。

在沙坪坝区创建国家卫生区“百日攻坚”工作
中，付正友带头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部署需求以及局党委对创
卫“百日攻坚”的具体要求，制定了《停车场创卫
巡查制度》，奖惩分明，逐步改进工作，勇挑重
担，扎实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身先士卒，
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付正友于199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作为区公共停车管理处主任和支委
委员，他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团结和带领全处党员干部，在理论
学习，服务群众等方面都较好地发挥着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付正友：在工作落实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记者 郭思云

近日，记者从区民政局了解到，2017年我区投
用39个社区社会工作室，2018年将建成投用社区
社会工作室84个，到2020年我区各社区 （村） 都
将拥有社区社会工作室。社区社会工作室以社区为
服务平台、以社会组织为服务载体、以专业社会工

作为服务手段，通过社会组织进驻社区 （村），提
供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图为凤凰镇皂桷树
村社会工作室内重庆兴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
与辖区村民进行互动交流。

（记者 孙凯芳 摄影报道）

社工进社区 服务更精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