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圈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 主编 罗皓皓 责编 王文渊 视觉 尹晶 康碧宏 责校 王志洪

0606

一、投票时间
2018年12月17日9：00至12月23日18：00
二、投票方式
社会投票采取微信、手机客户端、有线电视机顶盒三种

投票方式，各种投票方式均按照有效一票计算为一票的办
法进行统计。用户在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流量费用外，不
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一）微信投票
进入“重庆发布”“今日重庆号”微信公众号，点击导航

栏右下角“感动人物”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面，选择10位候
选人，点击“投票按钮”为其投票。每个微信号每天限投票1
次，每次投票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10个“感动光亮值”。

（二）手机客户端投票
登录“上游新闻”客户端，点击底部“活动”菜单栏进入

感动重庆专题页面，选择10位候选人，点击“投票按钮”为其
投票。每个注册ID每天限投票1次，每次投票可为候选人
所在区县增加10个“感动光亮值”。

（三）有线电视机顶盒投票
重庆有线电视的高清互动机顶盒和来点智能机顶盒用

户，可进入“最重庆”点播栏目页面，在“感动重庆”专栏投
票。每次投票选取1名候选人，每个用户每天最多为10位候
选人各投1票。每次投票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1个“感
动光亮值”。

三、市民点赞

市民点赞通过“现场活动点赞”和“抖音点赞转发”
二种方式进行。市民点赞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感
动光亮值”，“感动光亮值”也将作为社会投票的重要参
考依据。

（一）现场点赞
现场点赞采取“图文识别”方式进行，点击“感动重庆”

微信公众号导航栏右下角“图文识别”后，将手机摄像头对
准单个候选人图片，并拍照进行图文识别，阅读候选人感动
故事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感动光亮值”。每阅读1次
就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每天每个用
户最高不超过100个光亮值。

（二）抖音点赞
关注“感动重庆”抖音号（1690186836），为候选人点赞

支持并分享传播。抖音点赞数量及转发量，可为候选人所
在区县增加“感动光亮值”。每点赞1次可为候选人所在区
县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转发1次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

四、投票权重
最终评选结果，采取市民投票与评委投票按权重综合

考评。两项权重分别为：社会投票占70%、评委投票占30%。
五、注意事项
投票过程中如发现刷票或数据异常行为，组委会将取

消所得票数，情节严重者将对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投票咨询电话：023-63896151
投诉监督电话：023-63895045

本报讯 （记者 罗薛梅）昨日，记者从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
动办公室获悉，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已经启动，20名
入围候选人正式出炉，即日起面向社会公示，市民可以通过3种方式参
与投票，选出心中的感动人物。

“感动重庆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是我市着力打造的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精神品牌活动。

据了解，本次社会公示投票采取微信投票、手机客户端投票、有线
电视机顶盒投票3种方式，公示投票截止时间为12月23日18∶00。此
外，市民还可以通过“现场活动点赞”和“抖音点赞转发”方式为感动人
物点赞。据悉，今年的投票引入图像识别技术、“城市微光点亮重庆城”
模式、线上“感动大地图”等大数据方式呈现。

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出炉

诚邀你投票选举心中的感动人物
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社会公示投票须知

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建议人选事迹简介
（以姓氏笔画数为序）

中窑小学是南岸区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定点学校之一，90%的学生是
农民工子女。她曾想过教两年就离
开这里，但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她
感受到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薄弱，
更需要老师有耐心、有责任心，她选
择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28年，成为
学校年纪最大的教师。从普通教师
到校长，她对这些农民工孩子充满
耐心和责任心，“不能让我的孩子比
城里的学生差”，每到儿童节、春节，
王恒清都会想方设法为孩子们争取
送上一份“六一”礼物、新年大礼包、
文具等。她将“科技”作为学校教育
品牌，建设了一支科技辅导员队伍，
更是创立了“香樟树下·书声琅琅”
的课程体系，将这所农民工子女学
校打造成了南岸区科技活动示范学
校，在她的陪伴下，学生们学习生活
得很快乐。

0202
坚守农民

工子女校28
年的最美校长
——王恒清，
女，47岁，南
岸区中窑小学
校长。

他是渝北区同仁小学校的一名
退休教师，腰身佝偻、四级残疾。4
年前，为帮助同村的残疾兄妹吴文
见、吴丹丹学习，拄着拐主动送教上
门。老伴去世后，邓林明搬到南岸
区罗家坝和儿子同住，为了继续给
吴家兄妹上课，他每个月分两次去
给孩子们上课，每次单趟都要辗转
六七个小时车程，在吴家待上三五
天，最长要超过一周。两个孩子都
有智力残疾，无法用语言交流，光是
8+3怎么拆成8+2+1来算，就教了4
周。但凭着多年的坚持，邓林明的
心血没有白费，哥哥吴文见能识300
个汉字和10以内的加减乘除；妹妹
吴丹丹也认识100以内的所有数字
和简单的汉字。人民日报、新华社
纷纷报道老人的感人事迹，引发强
烈社会反响。今年3月，渝北区华釜
山小学的40多名老师成立了义务送
教队，每两周安排两名老师送教上
门，接力帮扶残疾兄妹。

0101
连续4年

为残疾兄妹送
教的八旬老人
——邓林明，
男，80岁，渝
北区同仁小学
校退休教师。

近年来，长江水域不断出现非法
捕捞者用电捕鱼的情况，让从小在江
边长大的刘鸿深恶痛绝。作为江津
渔政部门第一个“护渔志愿者”，4年
来，他投入近百万元，带领护渔队员
们驾驶着自己打造的巡护船在江面
度过了近千个夜晚，与非法捕捞者斗
智斗勇。不论是恐吓、威逼，还是利
诱，都不能阻挡他护渔的步伐，共协
助渔政部门抓获143名非法捕鱼嫌疑
人，收缴非法捕鱼船只42艘、电捕鱼
工具165套、网具425副，收获了各界
的点赞。2018年11月，江津区水务局
授予刘鸿长江江津油溪段“民间河
长”称号，江津区渔政站授予刘鸿和
他的护渔志愿队“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国家级生态保护区义务巡护员”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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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长江

生态的护渔志
愿 者 —— 刘
鸿，男，46岁，
江津区油溪镇
长江护渔志愿
者。

刘佳从小被亲生父母遗弃，艰辛
的童年生活养成了她坚定执着的性
格，也给了她一个极易感受到温暖而
又特别懂得感恩的心。她的养父母
常年在外，家里只有她和患有腰椎间
盘突出等疾病的外婆。懂事的刘佳
每天都要帮外婆捏肩捶腿、洗衣做
饭、打扫卫生、翻地种菜。生活虽然
艰苦，但她的身上，没有留守儿童常
见的孤僻和胆怯，她自立自强、乐观
向上。她以个人名义成立了“刘佳志
愿者服务小分队”，每周定期在校内
外开展礼让斑马线、洁净家园、社区
拾捡垃圾、留守困难儿童帮扶献爱
心、空巢老人敬老行动等志愿服务活
动。曾获评“重庆市最美留守女童”、
2015年“重庆市十佳少先队员”、2016
年“全国优秀少先队员”。

0303
谱 写 自

强之歌的“小
太阳”——刘
佳，女，13岁，
永川区萱花
中学学生。

11月22日12时20分，一歹徒在南
川区西城街道文体路附近将南川区
人民法院法官田晓腿部刺伤后逃
跑。重庆市南川区监狱民警刘彦等
三人路过，见状奋力追击。面对持刀
的凶残歹徒，刘彦不顾自身安危迎刃
而上，歹徒持刀将刘彦胸部、腹部刺
伤后逃离现场。案发后，市卫健委立
即调配医疗专家赶赴南川救治，刘彦
仍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身亡。在
此期间，在获知被歹徒刺伤的刘彦因
失血过多，而所需血型南川血库告急
时，南川市民纷纷赶往献血点为刘彦
献血。11月24日上午11点23分，市民
们在南川区西城街道文体路两边自
发地排起长队，送别英雄刘彦，该段
视频收获上百万网友点赞。

0404
不顾生命

危险对抗持刀
歹徒的“英雄
狱警”——刘
彦，男，30岁，已
故，重庆市南川
监狱民警。

吴贵生和解一香是云阳龙缸景
区的一对夫妻保洁工。仅凭一根绳
索，夫妻俩从事着景区最危险的悬崖
保洁工作。绳子的一端拴着丈夫，悬
崖下，双脚随时悬空，身无可倚；另一
端是妻子，崖顶上，拽着绳头，神经紧
绷。丈夫在悬崖下捡拾垃圾，妻子在
崖顶筑牢安全屏障，尽管工作随时都
有生命危险，夫妻俩却兢兢业业，日
复一日，风风雨雨，一干就是5年。解
一香常说：“景区是家乡的一部分，游
客是来看美景的，美景中有垃圾，心
里总归不舒服，既然干了这一行，就
要坚持干好。就像在悬崖上拉绳子，
不能没力气了就随便放手，还得坚持
下去。”2017年底，夫妻俩在悬崖上捡
垃圾的视频《你少扔一次垃圾，他们
就多一分安全》被网友们频频点赞。

0606 守护青山
绿水的悬崖保
洁夫妻——吴
贵生，男，49
岁；解一香，
女，52岁，云阳
县清水土家族
乡岐山村居民。

3岁时，吴晓凡不慎触电失去双
臂。多年来，他坚强乐观、克服重重
困难，学会用双脚做家务、写字、敲打
键盘，自食其力、娶妻生子。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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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双 脚

书写精彩人
生的“无臂青
年”——吴晓
凡，男，29岁，
涪陵区增福
乡永红村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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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夕瑞读书不多，年少时为生计
而学了木匠。但是，他对音乐有一种
天生的敏感，对乐器更是情有独钟。
无论多么艰辛困苦，他在乐器制作方
面执着地钻研。50年来，何夕瑞刻苦
钻研，深入多个原始森林寻找制作提
琴的木材，最后选定荣昌泡桐、江津枫
木、城口土漆、秀山桐油为主材，先后
发明了何氏三圆琴、古琴增音桌、腰开
窗二胡、渝派何氏古琴、钟鼎琴。其
中，何氏三圆琴被誉为世界第二把小
提琴，也是中国第一把小提琴，并填
补了中国民族乐器无低音的空白。

填补中国
乐器无低音空
白的民族乐器
改革家——何
夕瑞，男，73
岁，荣昌区昌
州街道板桥社
区居民。

何波从小在合川区三庙河边长
大。2015年，为照顾生病的父亲，何
波放弃主城的工作，回到戴花村，在
三庙河响水滩沿岸建起300多亩“太空
莲”荷花池。回乡创业后，看到被生活
垃圾污染的三庙河，十分怀念儿时在
清澈的河水中抓鱼的日子。他便开始
给三庙河沿岸的乡亲们普及河水防污
知识，自掏腰包买来投影仪播放环保
宣传片，发动大家在响水滩河段清污
捞渣。2017年5月，我市全面推进河长
制后，他自愿成为我市第一个民间河
长，义务负责三庙河余家滩至响水滩
约两公里的河段。当了河长后，他干
的第一件事就是搬走了河边好几吨的
垃圾堆，又发动村里的年轻人，帮助村

0909
建设美丽

乡村的“民间
河长”——何
波，男，28岁，重
庆响水滩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重庆市首
位民间河长。

陈昌永当了7年乡村邮递员，做
了20年广播电视线路安装维护工，几
乎跑遍了小镇里的每一座山头。他
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从开州城区到
渠口上班。由于工作出色，单位多次
想把他调回城区，却被他屡次回绝，
因为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广播站里
的“盲婆婆”周胜英。今年82岁的周
胜英因患上青光眼而致盲。6年前，
无儿无女的周胜英丈夫去世，从此孤
苦伶仃。常到老人家维修的陈昌永
得知后，便把她带回广播站义务赡
养。为照顾好“盲婆婆”，陈昌永的母
亲也主动来到渠口，帮助料理“盲婆
婆”的一日三餐。在陈昌永和家人的
照顾下，“盲婆婆”身体逐渐好了起
来，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也时常上门关
怀慰问，老人家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
好了。 （下转07版）

1111
义务赡养

“盲婆婆”的“金
牌师傅”——
陈昌永，男，
48岁，重庆广
电网络公司开
州分公司渠口
站站长。

陈久述是重庆市优秀人民调解
员。他是个农民，但他却并不普通：写
得一手好字，是远近闻名的养殖能手，
更是享誉乡里的调解能人。他古道热
肠、乐于助人，49年人生路上，他帮助
过的人早已数不清；十年人民调解员，
他调解矛盾纠纷700余件，助上千名村
民化干戈为玉帛；主持乡贤评理堂，他
在一年半时间里，写下132首打油诗，
每首诗背后都蕴含一个调解故事，关
乎夫妻矛盾、邻里纠纷、损害赔偿……
他提笔写下的打油诗，能化干戈为玉
帛，传播与人和善、邻里和乐、尊老爱
幼的正能量，促进美丽乡村和谐发展。

1010
调 解 邻

里矛盾传递
正能量的新
乡 贤—— 陈
久述，男，49
岁，永川区临
江镇隆顺村
居民。

他开始人生第一次创业，养了3年兔
子却遗憾失败。2010年6月，积累不
少养殖经验的他办起养鸡场，开始大
规模养殖土鸡，在2012年产值达45万
余元，实现利润7万元，成为远近闻名
的养鸡大户。2013年，在党委政府的
支持下，他发起成立重庆艾树畜禽养
殖股份合作社。5年来，在合作社的
辐射带动下，合作社成员从4户发展
到15户，养殖规模也从3万多只扩大
到8万余只，实现产值500余万元。今
年，中央电视台《向幸福出发》栏目专
门请其录制节目。

民架起竹栏对家禽进行圈养，利用农
闲将村里的污水改道，方便集中处
理。乡亲们也被何波感动，纷纷加入
环保志愿者队伍，夏天划着船清理漂
浮物，冬天穿着橡胶裤下河打捞污泥，
三庙河响水滩段变得干净清澈了，何
波的农业园也通过种植荷花、售卖莲
子，带动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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