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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区县党史部门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安排、

亲自决策、亲自推进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区县党史部门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

决策部署和市委统一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

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通过中心组学习会、工作例会、

主题党日、知识讲座、“扫黑除恶·争当先锋”大讨论、开辟专

栏、设置展板、张贴标语、悬挂条幅、到村社宣讲扫黑除恶相

关内容等强化认识、提升意识、筑牢防线，进一步提高干部职

工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坚决扛起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政治责任，为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战、

持久战增添力量。

（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供稿）

北碚区启动“辉煌四十年·扬帆新时代”党史主题宣讲活动

9 月 21 日，北碚区举行“辉煌四十年•扬帆新时代”党史

主题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报告会。北碚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江绪容出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北碚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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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玲作主题报告。

江绪容强调，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党和国家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一个重要工作坐标和时间节点，要深刻认识做好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宣讲的重大意义，全面组织好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宣讲活动，高度重视、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宣讲任务。

报告会上，徐玲结合大量数据和生动事例，重点从中国改

革开放 40 周年的基本历程、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重大转变

和主要成就、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经验启示和新时代全面改

革开放实现新突破、取得新进展四个方面作了一场精彩的主题

宣讲。

由北碚区委宣传部、区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辉煌四

十年•扬帆新时代”党史主题宣讲活动是北碚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宣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和

全面把握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 40 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

刻领会和全面把握40年来北碚区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和

实践经验，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和

广阔前景，进一步坚定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下一步，北碚区将深入全区党政机关、街镇、村社、学校、

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

（北碚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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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革命历史题材传记文学《亲历者》出版

经期颐老人林向北口述、林雪执笔的川东革命历史题材传

记文学作品《亲历者》日前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共云阳

县委党史研究室作为特约编辑，对书中涉及中共云阳革命历史

以及相关历史人物史料进行了核实把关和深入挖掘，提出了有

益建议。

《亲历者》由当代诗人流沙河、美籍华裔作家林达、历史

学者傅国涌联名推介，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党史通俗读物，是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了解川东革命历史的重

要教材。

《亲历者》共计 34 万字，以林向北的革命生涯为主线，讲

述了林氏家族成员将个人命运、家族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两代人中就有 8 人加入川东党组织投身革命洪流，更有四位亲

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感人事迹，以及林向北积

极参加革命活动特别是参与华蓥山武装起义、组织营救重庆渣

滓洞监狱被押战友等革命事迹，突出展示了以陈联诗、林佩尧、

林向北为代表的革命者始终信念坚定、胸怀大局、心有大我，

始终坚守正道、矢志不渝、无私奉献的英雄群像，同时也向世

人展现了一幅生动、悲壮的川东革命历史画卷。

（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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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党的十八大以来巴南区推进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纪实

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巴南地方党组织带领人民开展了

轰轰烈烈、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

要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

为保护革命遗址，传承红色根脉，巴南区委、区政府对革

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

巴南区坚持“尊重历史、立足原址、建用并重、重在保护”的

原则，修复了一批确有价值的革命遗址。如今，这些革命遗址

业已成为巴南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成为刻画在巴南人

心中的红色印记。保护革命遗址、传承红色文化成为巴南人的

自觉行动和社会责任。

一、主要做法

（一）开展调查，彻底摸清家底。在 2010 年革命遗址普查

基础上，先后于 2014 年、2017 年再次实地踏勘，彻底摸清全

区革命遗址情况。据统计，巴南区现存革命遗址 41 处，分布于

15 个镇街。其中，19 处革命遗址保存状况较好，22 处因受自

然侵蚀、年久失修等因素影响，损毁严重，急需有效保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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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6 处、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

念地 13 处、烈士墓 20 处、纪念设施 2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7 处。

（二）科学规划，规范遗址保护。革命遗址是不可再生的

宝贵资源，凝结着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和使命。巴南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坚持规划先行，加强

顶层设计，将加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作为重要内容列入巴南区

党史工作“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为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

作为责任单位的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在实地探勘、深入调查分

析之后，向巴南区委呈报了《巴南区革命遗址维修保护利用规

划建议》并得到区委分管领导的肯定性批示。随后制定出台《关

于革命遗址维修保护利用规划的意见》，按照“修旧如旧，恢复

原貌”的思路，对一批因自然损毁特别严重并确有价值的革命

遗址进行抢救性修缮保护。

（三）主动作为，有序推进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巴南

区坚持抢救一批、保护一批、提升一批，先后投入资金 100 余

万元，修缮保护汤慕禹故居、程忧声烈士墓、聂荣琼烈士墓、

木洞革命烈士公墓、木洞无名烈士墓、工农坡烈士公墓暨纪念

碑、江东顺等烈士公墓暨纪念碑等，新建大沟革命烈士纪念碑、

窑湾公园烈士纪念碑、人口桥革命烈士纪念碑、木洞革命烈士

公墓碑、下青岗坪烈士纪念碑、跳石烈士陵园及纪念碑、解放

鱼洞战斗遗址纪念碑、解放重庆历史陈列馆、二野军大历史陈

列馆等。在各项工程实施过程中，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始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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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第一现场，与民政、文化、国土等相关部门（镇街）就革命

遗址周边环境、设计方案、征地补偿等情况进行现场勘察、专

题研究，确保革命遗址修缮保护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四）广泛宣传，提升社会认知。为提升市民对革命遗址

的认知度、关注度，自觉参与保护和传承，巴南区采取多种形

式给予大力宣传、营造氛围。一是注重成果转化，编纂出版《巴

南区红色遗址遗迹图文集》。该书由时任巴南区委主要领导亲自

作序，通过 180 余张珍贵照片、图片和十余万字的篇幅翔实、

生动地记录了巴南（县）艰辛曲折的革命历程和具有重要影响

的革命遗址状况。该书出版后，巴南区级相关媒体进行了重点

宣传报道，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反响强烈，受到读者好评。二

是充分运用网络、报纸等平台和载体进行宣介。先后在巴南网

开辟“巴南党史红色印记”专栏，打通党员干部群众了解革命

遗址的渠道；在《巴南日报》开辟“党史知识 100 问”、“巴南

党史人物”、“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等栏目，采取每

周定期、整版连载的形式，宣传讲解革命遗址遗迹背后的历史

故事。三是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刊登专题纪念文章。先后在《巴

南日报》《巴南社科》《巴南论坛》等区级媒体、杂志上刊载《四

川巴县两个早期共产党员——周钦岳、唐伯焜的不同人生道路》

《重庆早期团组织发展历程中的巴县青年才俊》《血雨腥风探新

路 夙兴夜寐创伟业——写在中共巴县组织建立 90 周年之际》

《擎旗凝心 敢于斗争——写在巴县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 90

周年之际》《青春热血铸军魂》《集思广益绘蓝图 凝心聚力谋发

展——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巴南区历次代表大会简介》《风雨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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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恨远 至今人念大将军——写在邹容烈士逝世 113 周年之际》

等文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党的历

史，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四是注重发挥革命遗址教化育人作用。

以“五四”、“七一”、“八一”、烈士公祭日、国庆、“一一·二

七”、巴南解放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为依托，每年组织各镇街、

区级各部门机关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就近开展瞻仰革命遗

址、重温入党誓词、参观教育基地等主题活动，激荡爱党情怀，

激发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二、经验体会

（一）领导重视是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巴南区委党史

研究室坚持工作计划年初汇报、工作推进情况季度呈报，积极

争取区委和区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对于开展革命遗址

维修保护利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巴南区委领导主动过

问、亲自协调，加速推动了革命遗址维修保护工作。经常向市

委党史研究室汇报工作，征求意见建议，邀请领导、专家实地

指导，确保革命遗址维修保护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二）科学规划是前提。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是一项长

期的工作，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必须坚持规划先行，谋定而后

动。一是通过实地调查摸底，对革命遗址逐一建档并建立数据

信息库。二是将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纳入巴南区党史工作总

体规划。三是坚持建精、管好、用活原则，精心编制《巴南区

革命遗址维修保护利用规划的意见》。

（三）部门合作是基础。推进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需

要宣传、民政、财政、文化、国土、交通等单位共同参与。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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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相关部门及镇街树立“一盘棋”思想，鼎力支持，相互配

合，形成合力，才能确保按时保质完成革命遗址修缮保护任务。

（四）资金保障是关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费先落

实，工作有保障。近年来，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坚持主动汇报、

积极争取，推动区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将党史遗址保护经费纳

入财政常年预算，切实解决了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后顾之忧，确

保了“有钱办事”并努力“把事办好”。

近年来，在巴南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委党史研究

室的关心帮助下，巴南区加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在今后的工作中，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将按照《巴南

区革命遗址维修保护利用规划的意见》精神，真抓实干，埋头

苦干，增添措施，更加科学修缮保护利用革命遗址，弘扬革命

精神，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让革命遗址在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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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短波】

九龙坡区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召开周贡植故居修缮保护工作

推进会，讨论通过《中共四川省临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暨

周贡植故居修缮布展项目任务倒排时间表》。

（九龙坡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渝北区委党史研究室在 2018 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现场精

心布置党史文化画廊主题展，帮助新兵深扎信仰之根、强固精

神之柱、注入能打胜仗的英雄基因。

（渝北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启动《江津改革开放四十年》专题研

究、革命历史题材歌舞剧《红军手迹》脚本撰稿工作。

（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合川区钱塘镇全力修缮金子沱革命烈士纪念园，规划新建

武装起义纪念馆和党性锻炼基地，并将红色文化等历史文化元

素融入街镇建筑风貌改造中，积极创建市级红色党建示范点和

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合川区史志办供稿）

大足、荣昌、垫江党史干部认真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表示将深刻领会和把握《条例》内涵，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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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政治纪律、政治

规矩挺在最前面，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大足、荣昌、垫江党史部门供稿）

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参加全县“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

力量”国防教育主题宣传周活动，积极宣传红军转战巫溪的光

辉历史，引导大家汲取历史智慧和营养，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贡献力量。

（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巫溪、万盛党史部门负责人为当地干部作党史专题报告。

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邵碧清围绕红军转战巫溪、川东游击

队首发起义、巫溪抗战、巫溪解放等为巫溪县管领导干部进修

班、乡镇部门内设机构负责人培训班学员作巫溪党史专题报告。

万盛经开区党史研究室主任夏勇为全区基层妇女干部、全区统

战干部分别作《宪法的发展历程》、《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报告。

（巫溪、万盛党史部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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