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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
坚定人民信心振奋人民精神
刘云山出席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

独生子女照顾患病父母
或享10天带薪护理假

A03

新华社北京 9月 27 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实
施20多年来，以弘扬先进文化、多
出优秀作品为目标，推出一大批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
品，成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
示范工程、响亮品牌，丰富了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了以优秀的作
品鼓舞人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
的号角。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
“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益求精、
潜心磨砺，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
作，不断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书写
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
步要求，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塑造中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坚
定人民信心、振奋人民精神，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
精神力量。

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表彰座谈会 27 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并讲话。他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充分肯
定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取
得的成绩，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寄予
殷切希望，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文
艺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倾
心倾力投身创作，聚精会神锻造精
品，以更多扛鼎之作筑就中华文化
新高峰。要聚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浓墨重彩反
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讲好精彩的中国故事，反映中
国道路的独特优势。要树立高度的
文化自信，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更好用文艺的力量感
召人鼓舞人。要满腔热忱为人民抒
写抒情抒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持续发扬“走转改”精
神，让我们的文艺接地气有生气。
要着力提高文艺原创能力，推进文

艺内容形式、体裁题材、手段方法、
业态样式创新，发挥好文艺评论评
奖作用，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要加强对文艺创作生产
的组织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
针政策，尊重文艺工作规律，健全
符合文艺特点的规划引导机制。加
强文艺单位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
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
设，引导文艺工作者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要把

“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宣传展示
与迎接党的十九大主题宣传结合起

来，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浓
厚文化氛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刘奇葆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
重要指示并主持会议。

会上，16家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和67部获奖作品受到表彰，部分获
奖代表发言。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有关参评单位、部分中央宣传
文化单位负责同志，评委代表，获
奖作品创作生产单位、艺术家代表
等约300人参加座谈会。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三峡红叶，四季云雨。巫山
之美，美在水，也美在山。
美丽壮美的神女峰上，高山
上的当地村民也曾饱受贫
困困扰。

去年初，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时指出，扶贫开发
成败系于精准，要找准“穷
根”、明确靶向，量身定做、
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上、
扶到根上。脱贫摘帽要坚
持成熟一个摘一个，既防止
不思进取、等靠要，又防止
揠苗助长、图虚名。

如今靠吃“旅游饭”，巫
山大山深处的农民终于尝
到了富裕的滋味。今年1~
8月，巫山县接待游客83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0.53%；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30.17 亿元，同比增长
19.7%。等到 11 月，三峡
两岸红叶漫山，世界各地的
游客将涌入神女峰观赏这
一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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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红叶闪金光 依托青山绿水吃好“旅游饭”
巫山大力发展旅游业，今年1~8月实现旅游收入30.17亿元，同比增长19.7%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谢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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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尔张国清会见富民兴渝贡献奖获奖者

以身边先进典型为楷模 为重庆改革发展作贡献
据重庆日报消息 近日，市委

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国清会见了 2015-2016 年度富民
兴渝贡献奖获奖者，代表市委、市
政府向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向全
市各条战线为重庆改革发展作出贡
献的劳动者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
高敬意。市委副书记唐良智，市领

导张鸣、王显刚、郑洪、燕平参加会
见。

陈敏尔、张国清与获奖者匡后
明、刘波、朱刚泉、陈卉丽、许仁安、
朱明跃、杨培增、胡德高一一握手、
亲切交谈。陈敏尔说，伟大时代呼
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
领。在你们当中，有扎根脱贫攻坚

一线的带头人，有引领科技发展的
领军人才，有业绩卓著的企业管理
者，还有守护文化遗产的文物工作
者……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卓
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
在平凡的岗位干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为富民兴渝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全市人民树立了榜样。希望大家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更好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在新的起点争取更大
作为。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真
诚关心获奖者的工作和生活，及时
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要
积极宣传获奖者的先进事迹、生动
故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充
分激发全市人民创新创业的激情和

拼搏奋斗的热情。
陈敏尔强调，实现中国梦，创造

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需要我们每
一个人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不忘初心、
团结一心，以身边的先进典型为楷
模，坚定正确方向，坚守责任担当，
坚持崇尚实干，做“中国梦”的坚定
践行者，为重庆改革发展多作贡
献，以新业绩新气象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回乡创业
她开农家乐一年盈利6万元

从巫山县城出发，大约30分钟的车程，就进入
了神女峰景区。在南环路上沿着干净的柏油公路
一路往上，不久后就来到了建平乡柳坪村。站在这
里，可以仰观神女峰，俯瞰三峡。这里空气清新，天
空澄明，村貌秀美，房前屋后都能看见村民们栽种
的鲜花。

因为风景秀美，交通便利，柳坪村成为了巫山
人节假日喜欢的休闲娱乐之地。从红叶大道开通
后，村里沿着这条公路，修建了众多的农家乐，

“燕子农家乐”就是其中之一。
33岁的龚海燕是土生土长的巫山人，初中毕

业后，她就去了广东的制衣厂打工。“在广东做了
5年左右吧，一年收入一两万元。”龚海燕告诉记
者，等到自己成了家生了孩子后，眼看父母年纪也
大了，她就越发想回家。

随着神女峰景区的开发，红叶大道的修
通，龚海燕也看到了景区带来的商机。2013
年，龚海燕回到了柳坪村，和母亲一起开了一
家农家乐。农家乐不算大，最多可以接待 10
桌客人。“我们这里是 25 元一个人，吃的都是
炖鸡、腊肉和自家种的蔬菜，一般一桌 10 来
个菜。”龚海燕透露农家乐一年盈利6万元。

“平时周末有客人，县城里来耍的，还有重庆
过来看云雨的。”龚海燕说，每年的旺季是在红叶
节，那期间每天都是客满。对于今年11月即将到
来的红叶节，龚海燕也是充满了期待。

景区上班
既赚了钱又照顾了家

从柳坪村一路往上，从神女峰景区大门
入内，一直往大山深处行进。赏过巫山雨云，
看过三峡险峻后，便来到了位于景区深处的
黄岩村。

29 岁的刘兴山和家人就住在公路边，不远
处就是神女峰景区的索道。刘家人原本住在山上，
2016年生态搬迁，就在便利的公路边上修建了一
栋两层楼的小平房。

刘兴山一家六口人，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刘
兴山和务农。刘兴山在景区里面上班，做建筑小
工。“现在在修电梯，我们家到工地走过去10来分
钟。”刘兴山有些自豪地说，现在景区里面通行的
公里，他也参与了建设，“路边这个堡坎就是我们

修的”。
做 建 筑 小 工 ，刘 兴 山 一 天 可 以 收 入 120

元。一个月干个 20 来天，就有 2000 多元的收
入。而此前在深圳打工，一个月也只有 2000 多
元的收入。生活开支后，一年也没办法给家里
寄多少钱。

“现在在家门口打工，生活开销小，而且可以
照顾家里。两个娃娃还小，老人上年纪了身体不
好。”刘兴山说，农忙时节，自己还可以帮助家里
做点农务。

刘兴山告诉记者，目前家里种了几亩地的脆
李，未来他还打算在山上去搞点养殖，养点牛羊。
还可以种点蔬菜，现在景区里面农家乐多，种蔬菜
有市场。

靠山吃山
依靠景区吃好“旅游饭”

靠山吃山，依靠景区谋发展。在景区做电工，
同时也开了一家大规模农家乐的向太煌在这方面
十分有说服力。

向太煌的农家乐就在景区索道旁，2014年修
建，2016年扩建至500多个平米，平时由向太煌
老婆和父母主要打理。农家乐生意很好，平时周
末一天接待100人左右，红叶节期间可接到200
到250人，一年收入40多万元，利润在20万元左
右。而向太煌本人在景区做电工，月薪2500元，
一年也收入2万多元。

“我们靠着景区优势，因地制宜，就是要吃
好这碗‘旅游饭’。”黄岩村村委会主任龚存国
介绍，目前黄岩村在景区务工的有上百人，其中
4人在景区内做保洁、电工等工作，另外的则都
是像刘兴山一样做建筑小工。而依靠景区优
势，发展自身产业的村民也不少，黄岩村目前就
有7家农家乐。

龚存国告诉记者，当地村民都靠这碗“旅游
饭”吃了饱。村里原本有52户贫困户，目前已经
绝大部分脱贫，只有8户还未脱贫。

“未来我们会把‘旅游饭’吃得更好，让更
多的村民致富。”龚存国介绍，靠着景区优势，
村民一方面可以通过自营餐饮来致富，另一方
面还可以通过蔬菜、水果种植来实现富裕。种
植蔬菜水果可以发展观光农业，也可以将水
果、蔬菜提供给当地的农家乐，形成一条产业
链，“靠着旅游优势，曾经贫困的高山村民大
部分已脱贫，未来可期”。

龚海燕在准备做饭 记者 谢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