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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子3个扶贫
干部，公公工作多年、群
众经验丰富，儿子两口
子虽然年轻，但想法多、
有闯劲。三人难得聚在
一起，一见面，聊得最多
的便是扶贫。

■为了不让双安村
第一书记的岗位长时间
空缺，任彩英主动提前
半个月结束了产假，到
村里报到。她带着母亲
和哺乳期的奶娃下村扶
贫，赢得了村民的心。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4月3日一大早，巫溪县蒲莲镇双
安村驻村第一书记任彩英吃过早饭，为
8个月大的孩子哺过乳后，便带着母亲
和娃儿出了门，到村里的贫困户廖书国
家去。

廖书国老两口70多岁，儿女在外
打工，两个老的在家带两个孙子。年
前，廖家房顶漏水无力维修，任彩英和
驻村工作队队员帮他争取了县里的扶
贫“补丁”政策，修好了房屋。前几天下
了雨，任彩英便想去看看老人家里还漏
雨不。

一见到任彩英怀中的娃，廖书国的
老伴便笑开了花，伸手要抱抱孩子，小
孩也伸出双臂迎上去，显然跟廖家人十
分熟络。

在双安村，任彩英的奶娃是不折不
扣的小明星，村民都管她叫“扶贫娃
娃”。

“一开始，抱着娃儿去扶贫实属无
奈，可慢慢地，我发现，这对我开展扶贫
工作非常有利，我也顺带照顾了孩子。”
任彩英笑着说。

这一切，还要从她的家庭说起。

一家出了3个扶贫干部

34岁的任彩英大学毕业后当过村
干部、社区书记，2016年她通过公务员

考试后到红池坝镇（当时叫中岗乡）渔
沙村专职搞扶贫。

红池坝镇位于巫溪县西部，距县城
120公里，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

任彩英的家在巫溪县城，离红池
坝镇政府车程近 4 个小时。她的爱
人游发是巫溪县司法局干部，自2015
年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就一
直在位于该县东北部的徐家镇枣树
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夫妻俩一个在
西，一个在东，一个月也难得见一次
面，读小学的女儿便留在县城由外婆
照顾。

2016年，任彩英的公公游天明也从
之前的巫溪县塘坊镇安监办主任职务
调整为镇扶贫办主任。一家人竟有3个
专职扶贫干部，且全部战斗在扶贫一
线。

2017年10月，早出晚归的任彩英
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已两个月，便决定将
孩子生下来。仗着年轻身体好，她并没
因此减轻工作强度。

任彩英的预产期是 2018 年 7 月
9日，当时正值渔沙村大棚蔬菜产业
起步，所有驻村干部都在村里动员农
户发展产业，她也一直忙到7月1日，
才在领导和家人再三催促下请了产
假。

家庭会议后，她带着奶娃
和母亲到村里扶贫

休完产假后，任彩英被借调到县农
综办，暂时脱离艰苦的扶贫一线工作。
可颇具戏剧性的是，产假期间出了一件
事，让她又主动申请回到了扶贫一线。

当年9月，县农综办派驻蒲莲镇双
安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患病住院，该村第
一书记的职务出现空缺。而当时，县农
综办其他人要么不符合条件，要么正在
其他岗位上忙得不可开交，一时间竟找
不到合适的人来接替。

任彩英是当时符合条件的少数人
之一，考虑再三，她觉得自己应该挑起
这个担子，但刚生下的小女儿怎么办？

一家人专门为此开了个家庭会
议。婆婆谭孝彩的意见是：自己在乡镇
上班，一大家子人中唯一有空的外婆在
县城帮任彩英带大女儿，若任彩英去当
这第一书记，谁来带小女儿？

公公游天明沉默片刻，说：“脱贫一
线需要有经验的人，彩英是党员，得顶
上去，困难咱们自己克服。”

丈夫游发也说：“彩英还年轻，应该
多点经历。我支持她去！”

家庭会议的结果是全家总动
员——任彩英带着襁褓中的小女儿一

起到双安村“住读”，母亲跟着到村里帮
她带小女儿；大女儿则改由婆婆谭孝彩
照顾，谭孝彩每天早上提前送孩子上学
后，再乘公交车到镇里上班，下班后再
回县城接孩子。

为了不让双安村第一书记的岗位
长时间空缺，10月30日，任彩英主动提
前半个月结束了产假，到村里报到。

无意间的“奶娃外交”
助她赢得了村民们的心

双安村308户 1046人中，有贫困
户40户166人，主要产业是2000亩蜜
柚，刚刚才起步。而蜜柚3年才初挂果，
6年才丰产，因此，任彩英驻村第一件事
就是走访群众，在蜜柚产生效益前帮贫
困群众解决燃眉之急。

下一次村，少则半天、多则一日，襁
褓中的娃娃要哺乳，怎么办？她把心一
横，试着带着母亲和娃娃一起下村。

没想到这奶娃一到村里，反倒帮助
了任彩英开展扶贫工作。

村民们有的固执、有的豁达，要跟他
们交上朋友需要很长时间。但性格各不
相同的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
小孩。任彩英的娃娃乖巧，见到生人也
不哭闹，谁都忍不住抱一抱。这一抱，原
本因生疏而带来的隔阂便消除了许多。

“这本是无奈之举，也很不方便，一
开始也担心影响工作，却没想到会有这
种作用，我便时常带着娃儿和母亲下
村。”任彩英说，农村娃就是要带得糙。
而孩子也争气，跟着妈妈和外婆东奔西
跑，不但没生什么病，还长得壮壮的。

走访时，有的村民正在干农活，想
抱抱孩子又担心自己衣服脏，任彩英就
主动将孩子递过去，“大家喜欢这娃娃，
是她的福气哩。”孩子的外婆也来自农
村，性格豁达，经常跟村民们聊天。一
老一小，竟成了任彩英扶贫工作的“敲
门砖”。

无意中的“奶娃外交”竟助任彩英赢
得了大家的心，短短一个月，村里人都知
道了这个抱娃扶贫的新任第一书记，不
少人还经常串门来看望这祖孙三人，原
本冷清清的村办公室渐渐热闹起来。

人熟好办事，大家都乐意把自家的
烦心事讲给这个新来的第一书记听。
一组贫困户龚益均患病不能出门打工，
儿子又没找到工作。任彩英便按政策
为他申请了每年6000元补贴的公益岗
位，解了他家燃眉之急。

也正是在聊天过程中，任彩英的母
亲听廖书国的老伴提到屋顶漏水，便告
诉了女儿，任彩英立刻组织驻村工作队
申请补助政策、找工人，帮老两口解决
了房屋漏水的问题。

这些天，任彩英正忙着在村里成立
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蜜柚产业，带动
更多贫困户增收。因为群众大多信任
她，目前合作社的组建非常顺利。“产业
搞起来，我们还要借机发展乡村旅游。”
任彩英说。

一家人聊天，说得最多的
便是扶贫

一家子3个扶贫干部，公公工作多
年、群众经验丰富，两口子虽然年轻，但
想法多有闯劲。3个人难得聚在一起，
一见面，聊得最多的便是扶贫。谭孝彩
管他们叫“三个臭皮匠”。

这“三个臭皮匠”有时还真能“顶个
诸葛亮”。游发所在的枣树村有个贫困
户是出了名的不讲理，有次她请大工
（技术工人）改造房屋，一个月下来，她
不但不肯给对方工钱，还让大工倒贴她
家饭钱。驻村工作队队员轮流上门做
工作，反倒被她骂了回来。游发很是头
疼，便在家谈起这事。

“她养成这样的性格，家里肯定有
为难的事。”游天明说，“不要只跟她讲
道理，要尽量帮她解决实际问题，以心
换心。”

游发便按照父亲的建议改变了工
作方式。原来，这人的丈夫在外打工多
年未归，大儿子分家，只有生病的小儿
子跟着她，家庭十分困难，心中有怨
气。游发就帮她的小儿子申请了贫困
户医疗救助，还帮她卖鸡、卖鸡蛋。慢
慢地，这名妇女思想发生了转变。去
年，枣树村在村民中进行非全日制公益
性岗位民主测评，这个原本大家都不喜
欢的妇女顺利通过了测评，获得了每月
500元的保洁公益岗位。

来到双安村工作后，任彩英发现村
民们喜欢话东家长、聊西家短，很不利
于团结。游发就结合枣树村通过扶贫
宣讲转变村民观念的经验，建议她多组
织活动。于是，今年3月8日，任彩英组
织了一次“三八节”茶话会，邀请村里80
多名妇女参加，其中有80多岁的老人，
也有20多岁的年轻姑娘。大家聚到一
起，又忍不住争着逗逗任彩英的小女
儿，现场瞬间欢乐了。

“没想到不少人根本不知道妇女有
自己的节日。”任彩英很是感慨，她借机
鼓励大伙多开展活动，丰富精神生活。
当天，大家在一起聊得很开心，还商量
着要在村委会广场安路灯，搞个坝坝舞
队，像城里人一样锻炼身体。

如今的双安村，蜜柚产业已初具规
模，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人居环境明显
提升，乡村旅游也悄然起步……

一个家，三人战斗在扶贫一线
文/本报记者 周立 龙丹梅 图/通讯员 冉春轩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4月8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
解到，落户该区的“独角兽”企业重庆中
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从科技）
在3D重建技术上取得重要成果，其基
于单帧图像的3D人体重建技术同时在
Human3.6M、Surreal 和UP-3D上创
造了最新的世界纪录，将原有最低误差
记录大幅降低30%。

“以前需要用3D摄像机采集，现在
只要一张照片就可以建立精细的3D模
型，简单来说就是以前需要专用设备和
技术的场景，现在一般摄像机也可以采
集。”云从科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重
要人员影像重建、医疗仿真肢体打印、虚
拟试衣、美颜化妆、表情姿态动画合成等

应用场景，云从科技的该项3D重建技术
可以在大型商场、直播平台、美颜软件、
影视特效制作等行业实现应用，从而让
群众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Human3.6M、
Surreal和UP-3D是全球关于3D人体
重建技术的权威数据集，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Ama-
zon、宾夕法尼亚大学、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Microsoft Research、法国国
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Adobe Re-
search等知名企业、研究所和大学都在
该榜单的竞争队列中，算法实力比拼可
谓激烈，相较于以往，中国企业与高校
机构开始逐渐在国外老牌优势领域崭
露头角。

仅凭一张照片就能还原3D人体
云从科技3D重建技术创世界纪录

云从科技有关负责人介绍，传统的
人体关键点检测技术往往以2D的人体
骨骼关节点检测形式出现，即通过技术
预测RGB图像中人体的十几个关节点
的坐标，一方面结果非常稀疏，将人体
大为简化成骨骼的形式，另一方面结果
往往只包含二维平面上的坐标预测，不
能还原深度信息，因此无法体现纵深的
感觉。

而基于单帧图像的3D重建技术不
仅能输出骨骼关节点信息，更能同时预
测大量的人体表面关键点信息，预测结
果更加丰富，而且每个点的坐标都是
3D的，能够体现不同躯干的纵深信息。

并且传统3D重建技术大多需要连
续的图像序列或是多视角的图像，在硬
件设备上一般需要采用双目摄像机或
者结构光摄像机等设备，因此在手机等
便携设备上往往难以实现；另一方面，

专用设备还会增加部署成本，增加大规
模普及3D重建技术的难度。

基于单帧图像的3D重建技术对原
始图像的需求放松的同时，对背后的技
术提出了更难的挑战：技术需要从单帧
图像中推理出人体或人脸的3D形态，
并通过光学透视、阴影叠加等基本光学
原则准确预测出各个关键点在3D空间
的位置和朝向，从而得到人体的姿态或
表情信息。

人体姿态和服饰复杂多样，精度提
升意味着对复杂场景的适应性更好，模
型更接近真实的情况。如阿凡达、漫威
电影、阿丽塔等电影中，都需要专用特
效设备与面部贴点来完成精细的人像
采集，基于单帧图像的3D人体/人脸重
建技术将彻底颠覆电影视频的拍摄制
作，同时降低工业级3D动画合成的门
槛。

云从科技的3D重建技术“牛”在哪里？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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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3月30日，在巴南石滩镇，梨花、李
花、樱花、桃花、油菜花争奇斗艳，一路
繁花相迎；直升机、热气球、山地自行车
等花田“斗秀”，热闹非凡……

“金色石滩·麒麟花海”低空飞行旅
游季正在这个“云端小镇”举行，勾画出
一幅迷人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石滩还只是“春到巴南，遇见花开
遇见你”15个赏花点之一。近年来，巴
南区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
化路”，深入实施“五个振兴”，让产区变
景区、产品变商品、农房变客房，全面唱
响“乐享四季、生态巴南”，推动乡村振
兴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四大产业擎起“龙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只有产业振兴，才能增强乡村吸引力，
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乡村聚集。

“巴南幅员面积1825平方公里，拥
有主城最大的农村。”巴南区相关负责
人称，相比主城其他区，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中，巴南没有理
由不打好“乡村牌”。

近年来，巴南以云篆山、天坪山、五
彩丰盛“3个100平方公里”区域为重
点，以“3个10”试点示范乡村振兴重点
项目为抓手，科学布局“三百”片区产
业，大力发展特色粮油、精品果蔬、品牌
茶叶、生态渔业四大支柱产业。

做大品牌茶叶。以白象山、天坪山
为巴南区茶叶产业核心生产区域，在天
坪山新建和改良茶园2万亩，全面建成

“白象山、天坪山”核心茶叶生产基地，
在圣灯山镇、石龙镇、麻柳嘴镇、双河口
镇、南彭街道等区域实施老茶园改造及
扩展生产基地。到2020年，全区茶园
总面积将达到10万亩，茶叶产业将成
为巴南都市现代农业主导产业。

做优精品果蔬。以南界（南彭、界
石）片区、木丰（木洞、丰盛）片区、双龙
（石龙、接龙）片区为重点区域，各建设
相对集中成片的万亩专业化蔬菜生产
基地。适度发展乌皮樱桃、高山梨、草
莓、蓝莓、果桑、巴南香桃、红柠檬等适
宜采摘水果。到2020年，全区发展精
品果蔬10万亩，打造特色蔬菜基地，做
强特色水果产业。

做强生态渔业。在惠民、二圣、安

澜、南彭等镇街，建设池塘生态养殖功
能区；在东温泉、一品、姜家等镇街，建
设观赏休闲渔业功能区；在惠民、二圣、
安澜、南彭、接龙等镇街，建设设施渔业
功能区。目前，该区发展生态渔业1万
亩，到2020年将达到5万亩，切实融入
全市“百亿级生态渔产业链”建设。

做好“稻+N”，在稳定粮食总产量的
基础上，优化特色粮油生产，探索实施

“稻+N”复合种养模式，到2020年发展特
色粮油10万亩，大力推进特色粮油发展。

“我公司2012年落户巴南，种植了
大红妃樱桃、不知火杂柑、大五星枇杷、
爱媛果冻橙、巴南脆香桃等特色水果上
千亩。这段时间，驾车前来采摘柑橘的
车辆排起了长龙，不仅果园生意红火，
还带动周边上百户村民增收。”巴南瑞
普生态园负责人刘廷红在接受采访时
笑着说道。

“巴南有了全新的发展空间”

新时代发展号角吹响，巴南因地制

宜、统筹谋划、精准施策，着力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行动计划。在“上下用心，惟
农是务”的巴南人看来，“五个振兴”中，
产业振兴是基础，人才振兴是支撑、文
化振兴是灵魂、生态振兴是基础、组织
振兴是保障。

在人才振兴上，把讲习所作为提高
乡村文化、村干部廉洁教育、产业技术
培训的阵地，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利用田间学校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拓宽“三农”工作部门和镇街干部来源
渠道，为乡村振兴引进优秀人才。

在文化振兴上，大力推动文化下乡
和乡村振兴文艺创作。坚持文化富民，
大力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在木洞
镇、南彭街道南湖多彩植物园等地举办
木洞镇端午龙舟邀请赛、“我在重庆学
非遗”等活动，积极推动迎龙峡影视拍
摄基地成功申报市级乡村文化乐园。
坚持文化育民，大力挖掘乡村优秀文化
遗产。

在生态振兴上，坚持绿色发展，大

力发展生态农业，提升农村生活舒适宜
居程度，建好、用好、管好污水处理设施
和垃圾收运设施，保证房前屋后干净整
洁，营造“村村是美景、处处留乡愁”的
良好环境，实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

在组织振兴上，抓好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实现对村居、机关、国企等领域
党组织书记全覆盖培训；抓好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完善村规民约，加大农村普
法力度等。

2018年，巴南荣获“首批国民休闲
旅游胜地”称号，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33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1
亿元。

“曾几何时，在主城各区中，巴南的
‘大农村’是劣势。现如今，当乡村好水
能‘洗胃’、好空气能‘洗肺’、好生态能

‘洗心’，乡村变成了要素集聚的洼地、
绿色发展的高地、心灵回归的净土，巴
南就拥有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巴南区
相关负责人说。

坚持“五个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

“大农村”不再是劣势 巴南营造全新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 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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