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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里裹着蜜，校园飘书香，兴龙湖小学

以“新时代新成长·精彩人生与书为伴”为主

题的第三届读书节，历时两个多月于第23

个“世界读书日”举行了汇报演出。

汇智聚力，精心设计读书活动
今年3月12日，兴龙湖小学“新时代新

成长·精彩人生与书为伴”第三届读书节活

动在校园绿茵场拉开了序幕。从学生经典

诵读《春诵》与老师演绎的好书分享《朗读

者》交相辉映，到该校负责人现场的《读书

人》激情演讲点燃了阅读的激情，让阅读的

种子悄然萌芽，阅读的力量逐渐凝聚，阅读

的氛围日益浓厚。

据该校六年级1班教师杨中美介绍，读

书节活动时间长、效力持久，或以培养学生

阅读好习惯。比如，活动中，语文教师、各年

级教研组长向全校推荐一本好书，再说出此

书好在哪里，为何要推荐，自己读后有哪些

收获，然后全校再进行挑选、推荐阅读，整个

过程都很审慎，也是一个共同学习、认真剖

析的过程。

各年级设置的读书内容、呈现方式不一

样。一年级，以讲故事方式呈现；二年级，诗

歌朗诵；三年级，编写讲故事；四至六年级，

写作比赛、好书推荐，同时讲出推荐原因

等。“每个年级侧重点不一样，通过各班筛选

的节目，再用不同形式的汇报走上舞台，让

学生对阅读的理解又会不一样。”杨中美说，

为了搞好该活动，期间老师会在QQ、微信群

里激励、询问，每天作阅读统计；有的家长还

和孩子一起发亲子阅读语音……腹有诗书

气自华，阅读让教师和学生都增添了更多的

书香气质。

汇报表演，名家进校园牵手小作家
今年，市教委、市文化委主办的“名家进

校园”“百社千校”阅读活动，中国作协会员、

市作协副主席、诗人、儿童文学作家钟代华

走进兴龙湖小学，为该校第三届读书节活动

评选的25名兴龙小作家颁奖。

获奖的四年级4班学生王梦寒，阅读了

书籍《爱的教育》，从中吸收了很多好词佳

句，撰写了读后感《我爱读书》，获评“兴龙小

作家”。这让她十分高兴。这也是该校首届

小作家评选活动。通过阅读，王梦寒还发

现，《魔法学校》《窗边小豆豆》等书籍有些搞

笑片段，这让她习作总是别出心裁，更有读

头。她的作文给读者更广的阅读空间、想象

空间，创意无限、妙趣横生。

“小作家是种荣誉，以后我会珍惜荣誉，

好好阅读，多读好书，多多获奖，为自己多挣

积分，多点‘储蓄’。”王梦寒兴奋地告诉记

者。

匠心独具，阅读点亮兴龙梦想
“搞这种活动，是想让孩子们爱上阅读，

增加文学素养、提升自身修养。同时，借助

世界读书日，让永川本土的作家、诗人走进

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与名家接触，进一步

提升文化自信。”该校负责人陈小渝说。

“在经典中成人，在体验中成长，在创新

中成才”是兴龙湖小学的理念，按照“全员参

与、以校为点、辐射家庭”的思路和“内容充

实、形式多样、积极创新、持之以恒”的要求，

积极开展校园师生读书活动。为此，该校还

制定了班级读书计划、个人读书计划、阅读激

励机制等。与书为伴，静心阅读、亲子共读、

全班分享，书籍承载希望，阅读点亮梦想。

这也许就是当天总结汇报演出中，诗

朗诵《春天的口哨》、讲故事《猴王吃瓜》、好

书推荐《一粒种子的飞行》、编故事《争夺资

源的猴子》、好书分享《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诗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的来由

吧。个个节目层层筛选、人人参与缕缕书

香，孩子们用各种方式展示“书籍还可以这

样阅读”的魅力。

4月26日，主题为“弘扬民族

文化·演绎川剧风采”的永川区

2018 年“川剧进校园”展演走进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演员们精彩

的表演博得师生们的阵阵好评。

专场演出后，演员们为广大学生

普及了川剧的声腔、川剧的行当、

怎样欣赏川剧等川剧基本知识，

让学生们受益匪浅，感受到戏剧

文化的无限魅力。

图为演员为大学生们传授

川剧的一招一式。

记者 陈仕川 摄

大学生青睐川剧

陈玉获救（一）

1949年12月下旬，永川县人民政府成立

后，随即建立区、乡基层人民政权。当时双石、

太平、永兴、新店、罗汉、青峰6个乡由第六区管

辖。原计划区公所设在新店，因国民党150师

傅秀元团的500余名残兵盘据在西山新店，出

于安全考虑，区公所暂设青峰场。

自从傅匪进山后，西山形势更加错综复

杂。红炉地下党为了掌握主动权，早在1949年

7月就安排黄文安竞选新店乡乡长（黄文安是中

共罗汉、红炉地下党控制的地方组织“正义社”

成员）。此人是有思想、有文化的大学生，在当

地有一定威望，最后成功当选为新店乡乡长。

新政权成立后他继续任乡长。傅秀元进山后，

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必须依靠地方势力，

所以把黄文安委任为高参并驻扎司令部，其目

的是为了利用和控制他。

1949年12月31日晨，一个惊人的消息在

红炉传开了，傅匪昨晚袭击了暂设在青峰场的

区公所，还俘虏了一个女干部。

原来，自从第六区区公所暂设青峰场后，傅

匪多次谋划要拔掉区公所这颗钉子。青峰场留

任乡长蒋干卿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表面上拥护

共产党，暗地里则与土匪勾结。他毫无保留地

将第六区人员的住处，武装配备等情报透露给

傅匪，傅秀元遂命令并派土匪米排长带人袭击

青峰。12月30日晚，由熟悉地形的土匪射手田

子臣、新店乡乡民代表高春煦带路，乘着夜色掩

护偷偷到了青峰场。

当晚，第六区几个主要干部开完会后回到

住处已是深夜了。县里派住第六区的妇女干部

陈玉只能暂住在青峰场一个居民家中。土匪到

了青峰后，由蒋干卿派人带路直奔陈玉住处。

陈玉刚上床不久，土匪破门而入，陈玉未及提

防，嘴里就被塞上了毛巾，五花大绑押往西山。

另一队土匪直奔区公所前街的民房，将区委书

记兼区长朱立仁、副区长赵子明、区委组织委员

马维秀、区委委员卓鸿钊堵在屋内。土匪射手

田子臣想抢头功，踢开门用枪扫射后，就用手电

筒照射，没想到手电筒刚一闪亮，“砰”的一枪正

打在田子臣手臂上，吓得田掉头就逃，其余土匪

不敢贸然向屋里冲。四位干部推倒后壁，向青

峰小学后山坡撤退。土匪不甘心，一阵乱枪后，

冲到屋里搜索，结果一无所获。

（区档案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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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院”的带头人
——记青峰镇凌阁堂村新乡贤何天鸿

本报记者 杨 雪

新时代新成长 精彩人生与书为伴
——兴龙湖小学第三届读书节活动点击

本报记者 凌泽英

市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登山比赛

第八届重庆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节登山比赛

27 日，市第八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登山

比赛经过激烈比拼，

涪陵代表队、铜梁代

表队、北碚代表队分

获区县组团体总分前

三名。市司法局、市

工商局、两江新区礼

嘉街道代表队分获市

级部门组前三名。

永川第八届茶文

化旅游节登山比赛同

时揭晓。临江队凌宗

荣 、三教队刘家余、

来苏队陈尚菊分获女

子组前三名。五间队

何鑫杨、区政法系统

胡杰、重庆水电职业

学院余良文分获男子

组前三名。

记者 凌泽英 刘

灿 摄影报道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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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移民，一个“舍小家，为大家”

的群体。为了三峡工程能够造福更多

的人，他们不得不离开熟悉的故土举家

外迁。2008年3月，永川迎来了一批

万州移民，至今已整整10年了。

迁往青峰镇凌阁堂村黄泥坡大院

10户移民里，何天鸿就在其中。这十

年间，他凭着敏锐的眼光、勤劳的双手

成为“移民院”里的致富带头人，更因为

人有道、处事有方在当地群众中拥有好

口碑，被群众推选为“新乡贤”。

在第二故乡开垦“金土地”

2008年3月14日，何天鸿带着全

家从万州移民到永，定居青峰镇凌阁堂

村周家院村民小组。这次迁往凌阁堂村

的移民共13户62人，在黄泥坡大院居住

的有10户。因此，共居住着12户人家的

黄泥坡大院被当地人称作“移民院”。

何天鸿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虽

然学过泥水匠的活儿，但他的老本行仍然

是种粮食。2008年，来到青峰定居后，他

毫不犹豫地承包了30亩土地种水稻，之

后又扩大到60亩、140亩、300亩……

种粮是个体力活，要想扩大规模、

提高经济效益，必须要实现机械化运

作。何天鸿深知这一点，主动报名参加

了农机操作技术培训，成为青峰率先学

习农机操作技术的人员之一。

“农机化带来了高产量，值得推

广。”2010年，何天鸿牵头成立了凌阁

农机专业合作社，这也是青峰镇第一个

农机专业合作社。

2015年，永川开始推广水稻生产

全程社会化服务，何天鸿的凌阁农机专

业合作社成为首批新型服务主体，为更

多的农户提供服务。“目前，我们合作社

拥有大型拖拉机、烘干机、插秧机、收割

机等各类大小农机具100台，合作社成

员从原先的5人增至20余人。仅2017

年为胜利路、青峰、来苏等地的1995亩

粮油作物提供了全程社会化服务。”何

天鸿颇感自豪地介绍道。

以诚待人群众公认好口碑

“平等、和谐、诚信、互利”是何天鸿

待人处事的原则。

“我们都是平等的，相处要和谐，待

人要诚信，还要力所能及、想方设法带领

更多人勤劳致富。”何天鸿如是解释道。

在这十年里，何天鸿已经完全融入

到新的环境里，成为了移民和青峰当地

群众都信赖的自家人。无论大事小事，

只要他出面总会圆满地解决。有一次，

当地一位移民与邻居发生争吵，进而抓

扯，闹得不可开交。何天鸿听说此事

后，骑着摩托车到移民家中调解。眼看

双方怒气正旺、互不相让，何天鸿将两

家人分开说和，从情、理、法等多方面劝

说，终于让两家人重新握手言和。

“移民永川后，大多数人都在永川、

重庆等地务工。留在家种粮的何天鸿

是我们家人的临时看护人。凡是家中

有事，我们来不及赶回来处理，都会让

他先照料，他也从不推脱，让我们这些

外出务工的特别放心。”万州移民熊树

成对何天鸿的热心十分感谢。

树起“移民院”的一面旗

何天鸿是“新乡贤”，也是这个“移民

院”的3名党员之一。对党员这

个身份，何天鸿非常珍视，积极参

与党员大会、学习交流等活动，向

周边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

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移民院”

里树起了一面旗。

清洁乡村行动中，青峰镇拟

在有基础条件的院落打造清洁

示范院落。黄泥坡大院紧挨青拱路，集

中居住着12户人家，具有一定的条件。

生活环境能够得以改善，何乐而不为？

何天鸿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把自家院

坝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又在自家院坝里

用砖砌了花坛，栽了花草，而且还与老父

亲何先培一起义务清洁大院，清除了卫

生死角，进行日常保洁，大院从此变得干

净整洁。

一人带头，全院响应，大家都纷纷

参与到清洁院落的行动中来。起初，大

院有户人家不想整，可看着何天鸿整修

好的小院干净整洁，还栽了绿植，非常

赏心悦目。于是也改了初衷，开始修整

自家院坝。黄泥坡大院也如愿地被青

峰镇确定为镇级清洁示范院落。

作为党员，何天鸿还为建卡贫困户

康钦彬送谷种、犁田、收粮，力所能及地

照看五保户龙远仁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