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了这台机器，1亩地不到半
小时就耕完了。”17日，巴南区安澜
镇石板垭村村民雷盛民乐呵呵地对
乡邻说。他所说的机器，正是活跃在
春耕现场的高效能大马力微耕机。

入春以来，巴南区各地抢抓农
时，相继进入了春耕春播阶段，广大
农户也开始选购农机，备战春耕。据
了解，今年巴南区共有8000余台农
机下地助力春耕春播，“铁牛”渐渐成
为春耕赛场的主力军。

在安澜镇石板垭村的春耕春播
现场，两台微耕机在农田来回穿梭。
村民雷盛民表示，“铁牛”不仅节省了
人力，耕作效率大大提高。“过去2亩
多地起码要2天才能耕完，有了‘铁
牛'，2个小时不到就完成了！”雷盛民
尝到了机械化生产的甜头。

区农机站相关负责人刘洪介绍，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不断推广，越来越
多的农户采用机械化耕作，农机需求
大大增加。今年，为助力农民春耕春
播，巴南区专门从外区调来100余台
大中型农机，目前全区已有8000余
台农机活跃在春耕春播的赛场上。

与此同时，随着农耕机械化率逐
年上升，代耕作服务在巴南区越来越
流行。

在安澜镇佛子岩农机专业合作
社内，农机手廖勇驾驶着大马力微耕
机在农田往返忙碌，短短几分钟的时
间，一块农田便完成了耕作。

廖勇介绍，合作社现有4名农机
手、30余台大大小小的农机。早在
春耕备耕阶段，这些机器就已经承接
了包括石龙、安澜、二圣、天星寺等周
边地区的农田耕播任务。“这个机器
是大马力的，1亩地只需要20分钟
就能耕完。”廖勇指着正在农田内作
业的微耕机说，合作社今年已为500
余亩农田提供代耕服务，一年下来，
收益可以达到10万元以上。

刘洪介绍，目前，全区职业农机
服务人员已达200余人，而像佛子岩
农机专业合作社这样的机耕社会化
服务组织也达到了20多家，通过自
带大中型农机具，为农民和种植业主
提供耕田、播种和收获等专业化代耕
服务，年收入在5万元至20余万元
之间。

刘洪表示，目前全区有95%以
上的稻田实现机耕。在青壮年劳力
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职业化的代耕服
务出现，不仅能降低劳动强度和生产
成本，还可以有效提高粮食产量。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罗莎）

巴南区农耕机械化率达95%

八千“铁牛”闹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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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

近年来，沙坪坝区加大对梁滩河的
治理力度，不仅实施了污水管网、污水
处理、河道治理等重大工程，还全面推
行河长制，沿河各镇街纷纷组建了巡河
志愿者队伍，大家用自己的点滴行动守
护着这一江碧水。

河道里的生活垃圾少了

阳春三月，春寒料峭、乍暖还寒。3
月11日，早上7点过，梁滩河薄雾缭绕，
土主镇力量村夏家坝社的巡河护卫队
员王德刚便拿起清漂工具，推着自行车
踏出家门，开始了一天的巡河和河道垃
圾清理工作。

今年69岁的王德刚，从2017年 6

月开始，就自发加入了力量村巡河护卫
队的行列。每天沿着毛铁匠社至王家
桥路段保洁，再从原观音坨社出发至污
水处理厂清理河道，成为王德刚老人每
天的“乐事”。

从王德刚的家出发，至巡查的河段，
约有1公里多的路程，步行的话大概需要
20分钟。为节省时间和气力，王德刚每
天都要带着自行车出门，骑行一小段。
遇到乡村小道，便推着走。一件红色马
甲、一个背篓、一把铁耙、一个垃圾钳、一
辆自行车成为老人形影不离的“贴身宝
贝”。王德刚行走在粱滩河边，清漂物、
捡渣子、除杂草，乐此不疲，风雨无阻。

前几天下过雨，因为涨过水的缘
故，河岸护坡还有点湿滑，岸边的灌木

丛和杂草丛里堆积有塑料瓶、枯枝等垃
圾。沿河而上，王德刚没有走大路，而
是下到河边，仔细搜寻，将河滩上、草丛
里的垃圾一一捡进背篓里。

王德刚说，这两年，河道中的玻璃
瓶、塑料袋、矿泉水瓶等生活垃圾少了，
原本一天要装五六筐的垃圾，现在一天
下来只有二三筐了。但从原观音坨社
到污水处理厂这一带，属于物流园已征
未用地，时常有违法车辆乱停乱放、乱
倒垃圾。为此，他和夜巡队员还曾多次
蹲守制止渣车乱倒弃土行为。

“心丝路”志愿者的守护

“在沙坪坝区，梁滩河经过了土

主、回龙坝、凤凰、青木关、西永 5 个
地方，是当地居民群众的‘母亲河’。
能为水清岸美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是我们每个志愿者的心愿。”王德刚
介绍说，在土主镇，还有 60余名志愿
者与他一起风雨无阻地坚守在梁滩
河畔，默默守护着那清冽的梁滩河
水。因为地处物流园，为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大家便取了一个好听的
名字——“心丝路”志愿者。此外，不
少周围的群众也自发加入到志愿巡
河的行动中来，定期开展垃圾清理活
动。

说话间，一位村民背着一筐菜来到
河边洗菜，谈及河水水质的变化，他高
兴地说：“原来黑得不得了，大家连过路
都要掩鼻，现在河水清亮多了，又可以
在河边洗菜了。”

“洗菜注意不要把菜叶子乱甩哦。”
提醒几句，王德刚便起身，继续巡河。
巡完河已经是11点多，王德刚招呼着其
他巡河队员收拾工具回家吃饭，下午再
来巡河。

王德刚表示，将会继续行走在梁滩
河两岸，直到自己干不动了为止。

除志愿者巡河外，目前，沙坪坝区
已经针对梁滩河的污染问题综合施
策，提出到 2020年前，将梁滩河流域
建设成水清岸绿、环境优美、景色宜人
的河岸线和休闲带的治理目标。通过
全区各级河长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梁
滩河的水质不断改善，一幅“河畅、水
清、岸美、坡绿”的人水和谐画卷正徐
徐展开。

（沙 坪 坝 区 融 媒 体 中 心 文/图
吴楠 阎亮珍）

“心丝路”守护梁滩河
土主镇志愿者和村民自发开展垃圾清理活动

梁滩河，是我市
主城区流域面积最
大、流程最长的次级
河流，曾是污染类型
最多、治理难度最大
的次级河流。

沙区针对梁滩河
的污染问题综合施策，
目前梁滩河沙区段的
水质不断改善。这一
切变化离不开每一个
为治理梁滩河付出努
力的人。

璧山

璧山区正兴镇曙
光村成立了一支“美丽
乡村监督队”，负责区
域内农村道路、院落周
边清扫保洁等。

村里将所有村民
发展成了监督员，轮
流值班，按月评比。
如今，一条条巷道干
净整洁，一座座庭院
绿意葱茏。

3月15日一大早，璧山区正兴镇曙
光村1组的志愿者黄光禄开始了每天例
行的环境“巡视”工作。

他手上拿着钳子，提着竹篮，在
院坝、河沟、竹林树丛细致“搜索”，垃
圾、纸屑全都逃不过他的双眼，一旦
发现，立马伸出钳子将其“一网打
尽”。

路过的村民见此情景，纷纷朝黄
光禄竖起了大拇指：“老黄现在不喝
酒了，干起监督员的工作，真是尽心
尽力。”

“美丽乡村监督队”遇阻

今年59岁的黄光禄是曙光村的一
位村民，早在一年前，他还是村民眼中
成天啥事不做，只知道喝酒的“醉汉”。

2017 年，该镇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曙光村也准
备成立一支“美丽乡村监督队”，负责
区域内农村道路、村民院落周边等清
扫保洁。

在村干部的广泛宣传下，村民们
都积极报名参加。不到一个星期，“美

丽乡村监督队”组建完毕，各队员根据
住家片区，划分管理区域。但“开张”
就遇到了困难，当队员们前来清扫黄
光禄家庭院时，他极其不配合，前脚
走、后脚扔。在村里，和黄光禄一样不
配合的村民还有好几个，这让村里头
疼不已。

“过去我们太重视结果，在方法上
过硬，没注意他们的感受，反而适得其
反。”经过多次走访调查，曙光村村主任
孙克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何不先让
他们当上监督员，体现他们的价值感。”

全体村民“红旗飘飘”

“又懒又爱喝酒的黄光禄，还愿意当
监督员？这不是天方夜谭嘛？”大伙不信。

“老黄，别人都不信你能当上监督
员，但是我信。你有能力，相信在你的
帮助下，我们村一定会更好。”孙克淑带
着志愿者服装、监督员袖圈三天两头往
黄光禄家中跑，反复做工作。

几番劝说后，黄光禄答应了：“好，
我做监督员，我不是一个没用处的人。
一定要让大家另眼相看。”

“那你得先将自家院子打扫干净，
做好榜样。”孙克淑顺势说。

“行！”
从那天起，黄光禄就跟换了一个人

似的，不再醉酒了，将自家院内打扫得干
干净净，还走街串户“巡视”片区环境。

见方法可行，为调动大伙积极性，
村里将所有村民都发展成了监督员，轮
流值班，进行按月评比，同时还制作了

“红旗飘飘”荣誉牌，根据监督员的任职
情况，评选出“最美监督员”“最尽心尽
力监督员”等，并将“红旗飘飘”荣誉牌
放置在评选出的监督员家中。

如今的曙光村，一条条巷道干净整
洁，一座座庭院绿意葱茏，处处都是一
幅乡村美景。

（璧 山 区 融 媒 体 中 心 文/图
连宏宇 孙茜）

正兴镇曙光村全民动员建设美丽乡村

过去“醉酒汉”现在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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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之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
决打好脱贫攻坚战。去年，江津区
20 个扶贫集团结对帮扶，5483 名
干部奔走扶贫一线，投入扶贫资金
5.5 亿元，分类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 ”问 题 ，全 年 完 成 脱 贫 2567
人。

在精准帮扶贫困人口、补齐扶
贫工作短板、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
基础上，江津区还积极引导企业参
与到脱贫攻坚。走访慰问、产业帮
扶、就业支持……参与脱贫攻坚的
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为脱贫攻坚贡
献力量。

但是，江津区仍有部分企业没
有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怎样让
更多的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参与

“万企帮万村”行动？笔者认为可
以从三方面入手。

加强宣传力度，解决企业“不
知道”的问题。要引导企业参与脱
贫攻坚，首先要让企业了解江津区
脱贫攻坚的实际情况，提高对脱贫
攻坚的知晓度。要在新闻媒体上
加大对脱贫攻坚以及“万企帮万
村”行动的宣传力度；要结合集中

走访精准服务民营企业等活动，
“面对面”“点对点”宣传脱贫攻坚；
要结合送文化、微宣讲进车间等活
动，提升企业干部职工的知晓
率。

引导企业参与，解决企业“干
什么”的问题。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干什么”需要各部门、各镇街、各
扶贫集团积极引导。参与之初，企
业对贫困户了解甚少，可能出现

“有劲无处使，一拳打在棉花上”的
情况。如果企业仅仅是“蜻蜓点
水”式的慰问，帮扶效果将大打折
扣。各部门、镇街要根据之前掌握
的信息、数据，因户施策、精准滴
灌，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产业扶贫，
更大程度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建立长效机制，激发企业“想参
与”的热情。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大
有可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根据
岗位需求吸纳贫困群众就业，商贸
企业可以借助营销渠道帮助贫困户
的农产品走出大山，食品企业还可
以就地采购农产品深加工……要让
更多的企业在扶贫领域大展拳脚，
需要各部门、各镇街、各扶贫集团
在贫困群众和企业之间搭建“桥
梁”，建立长效对接机制，密切联
系，建立感情，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得到更多的社会效益，把“贫困群
众的事”当成“企业的事”，实现“要
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转变。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三步走”引导企业
参 与 脱 贫 攻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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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在市级深度贫困乡镇黔江区金溪
镇平溪村，活跃着一位被群众亲切称
为“点子书记”的驻村第一书记。在带
领群众脱贫增收的过程中，他不仅苦
干实干，更从产业扶贫上大胆尝试，勇
敢创新，想出了一个又一个帮助贫困
群众致富的“金点子”，书写出一个个
生动的脱贫攻坚平溪故事。

消费扶贫故事
书记带头卖红薯

平溪村位于金溪镇西北端，山高
坡陡，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是全区数
一数二的贫困村。

2017年9月，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扶贫集团成员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重庆
营业管理部选派全克军到平溪村担任

“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长。一年半
以来，这位村民眼中不爱“闹话”的外
乡人，因其为民、务实、敢于创新的作

为，被当地干部和百姓亲切地称为“点
子书记”和“真正的好干部”。

刚来村里不久，全克军走访调研
发现，平溪家家户户都有种植红薯的
传统，但因交通不便，市场不发达，增
产难增收。为此，他提出依托市区两
级帮扶单位、实施消费扶贫的构想。

当年11月23日，他与村两委开始
带领村民上山收集红薯、南瓜等农产
品，再转运送到各单位。经过30多天
连续奋战，为103户在家村民销售8万
多斤红薯南瓜，加上劳务费，合计创收
10余万元，户均增收1000元。

从此以后，周围村民都知道，平溪
村出了个“卖红薯的第一书记”。

2018年，全克军把消费扶贫推广
到红薯、南瓜、蜂蜜、土鸡、土豆、土花生
等更多品种，并探索采用“订单种植养
殖”，以产定销，降低风险。全年帮助村
民销售9万斤红薯、5万斤南瓜、1万斤
土豆、2100只土鸡及其他农产品数千
斤，帮助120户村民创收40余万元，户

均增收超过3500元，极大鼓舞了村民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热情。

旅游扶贫故事
“分布式客栈”把客留

“帮钱帮物，不如帮建一个好支
部。”全克军深知，建强基层党组织是
第一书记主责主业。为此，他与村党
支部书记商量，尝试开展“党建+扶
贫”。通过推动帮扶单位与贫困村支
部联学共建、机关党员到村开展体验
式扶贫、市级帮扶单位为村支部注入
软硬件资源等方式，让村级党组织履
职有资源、办事有手段、说话有底气，
增强了基层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近年来，到平溪村调研、扶贫和参
观旅游的客人日益增多，但村内没有
食宿接待条件，客人们吃住只能返回
黔江城区。

发现这一问题后，全克军盘算着：
“要是能把客人们留在村里吃住就好

了！”他想借鉴共享经济理念，把居民点
农户空置房间集中起来，组建“分布式
客栈”，让参与的农户对外提供住宿和
用餐服务，让客人把本来要花在城里的
钱，花在村里。针对这一新鲜事物，不
少人有疑虑，也有一些人跃跃欲试。

为此，他通过上门做工作和召开
院坝会，争取到不少人支持。很快，59
户村民中有20户主动申请加入分布
式客栈项目，其中14户36个房间现状
达标。全克军利用所在单位帮扶资
金，统一购置了被子等客房用品，并抽
签确定了到户用餐接待顺序。2018年
3月末，客栈正式启动。截至年末，共
接待市级单位干部职工、高校学生、避
暑游客及其他来宾近500人，帮14户
村民创收近5万元。

流量扶贫故事
巧聚人气助增收

2018年5月，全克军协调母校南

开大学，派出10名在校生组成社会实
践团，于7月29日到村开展为期10天
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招收50名城乡
小学生学员，参加“儿童通识教育项
目”学习，部分学员在家长陪伴下，边
游学、边避暑。当看到大学生带着小
学生出现在家门口时，村民们说：“活
了大半辈子，第一次见到家门口一次
来几十个年轻人！”

全克军说，2019年准备把这一模
式拓展到更多高校和更广泛领域，他
还联系到一家美国教育机构，组织美
国高中生到村开展游学公益项目，顺
便招收国内游学伙伴到村消费。他准
备把平溪村打造为全国闻名的“故土
乡愁青少年游学基地”。核心思路是

“流量扶贫”，即利用“自带流量”的人，
开发潜在需求，实现引流目的，打造

“人气平溪”。
与此同时，针对村民居住分散、组

织松散、价值认同离散等问题，全克军
积极将互联网技术运用于乡村治理，

打造“互联网+乡村”，增加村民间连
接，强化乡村共同体意识。

2017年12月，他将“钉钉智能办
公平台”用于村务管理，打造实名组
群、重要信息使命必达的网上村庄，做
到每户至少1人入群，重要通知10分
钟之内电话通知到全体村民，半小时
内收到反馈，效率提高100倍以上。

“有了钉钉平台，消息灵通多了！
不管在哪里，随时知道村里的动态！”
村民普遍称赞。

目前，平溪村发展了蚕桑种养及
土泥鳅、澳洲大龙虾养殖等项目，实现
了产业全覆盖，加之30多个脱贫攻坚
项目顺利实施，村容村貌和村民精神
状态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

然而，全克军并不满足于此，在他
看来，平溪村要发展乡村旅游，还差更
多让远方客人心驰神往的“好故事”，
他将带领平溪村民一道，继续书写这
样的“好故事”。

刘茂娇 王道

“点子书记”点子多 平溪故事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