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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岗位上奉献无悔青春
——记大竹县文星镇复兴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吴鹏坤

达川区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排查工作
本报讯 近日，达川区生态

环境局就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进行了逐一排查。

在排查中，达川区生态环境
局组成了排查小组会同区应急管
理局、区自然资源局对七里沟煤
矿、建设煤矿、达昌煤矿和井塘河
煤矿 4 家煤矿前期检查发现的未
维修拦渣坝、挡矸墙等问题进行
了现场核查，以及对白腊坪煤矿

矿区及周边 3 公里范围内农用耕
地进行了土壤检测，并开展土壤
污染状况评估工作。

经查，达川区无涉镉等重金
属污染源在产企业和关停企业，
目前排查工作已经全面完成。七
里沟煤矿和井塘河煤矿因不符合
产业政策即将关闭。

（本报记者 邱霞 刘欢）

沉下去沉下去 摸家底摸家底

打通扶贫路上的“中梗阻”

“2018年6月底，组建贫困村驻村
工作队，我有幸成为邮储银行四川省分
行派驻文星镇复兴村的驻村工作队队
员。”那时的吴鹏坤对农村工作知之甚
少，但怀着满腔热情。别看他是“80
后”年轻小伙，上任伊始，他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深入村组、农户家中走访了解村
情民意。村里基础设施落后、村级道路
狭窄、阵地建设滞后、班子战斗力弱、群
众意见大，吴鹏坤真正感受到“压力山
大”。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复兴村
“两委”班子力量不齐，年轻党员更是寥
寥无几，选优配强村支“两委”班子成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2019 年年初，吴鹏
坤提议将选优配强村支“两委”班子作
为重点工作来抓，他和所在的驻村工作
队员、村干部一起通过考察增补了两名
政治素质高、群众公认、有发展示范作
用的党员进入村支“两委”班子，夯实了
班子基础。吴鹏坤还鼓励张云等一批
致富能手变身致富带头人，帮助贫困群
众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针对村里基础设施落后、村级道路
狭窄、阵地建设滞后的现状，吴鹏坤争
取到项目资金60万元，硬化村组道路3
公里，新建生产便民路4.38公里，并向

“娘家”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争取到项
目资金 20 万元用于阵地建设，新建党
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各1个，卫生室、
图书室、广播室，村级活动阵地焕然一
新，群众文化生活日渐活跃。

施良策施良策 引业主引业主

念活脱贫路上的“致富经”

贫困户如何“扶”？扶贫产业怎样
“育”？确保贫困群众有持续稳定的收
入来源，真正实现脱贫增收。为此，吴
鹏坤与驻村工作队队员、村支“两委”干
部一道积极谋划，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的前提下，按照“近期巩固发展养猪、养
鸡，长期发展香椿、柑橘等林果产业”的
发展思路，合理布局，引进业主成立大
竹县福源堂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香椿
种植630亩，青脆李150余亩，采取“四
个四分之一”（农户、企业、帮扶单位和
政府分别承担种苗购买的四分之一费
用）的帮扶模式发展生猪和土鸡养殖。
2018 年，全村发展生猪养殖户 22 户，
饲养生猪120头，土鸡养殖户60户，户
均增收2000元以上。

在发展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吴鹏坤
提出以流转土地为切入口，要求致富带
头人将柑橘种植流转土地 120 亩以每
年每亩30元收归村集体所有，期限为8
年。据了解，2018年，复兴村集体经济
收入从无到有，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6
万元，人均增收 31 元，2019 年有望突
破5万元。

与此同时，吴鹏坤充分借力邮储银
行“优友宝”电商平台作用，有效破解复
兴村农副产品的销售难题。2018 年，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黄花梨4000公斤，
实现销售收入1.6万元；销售土鸡1300
余只，实现销售收入10万元，户均增收
2000元以上。

系民生系民生 借外力借外力

确保小康路上的“不掉队”

“初到复兴村，教育医疗卫生条件
比较落后，部分村民思想保守，个别
贫困家庭学生上学积极性不高，工作
中 还 有 很 多 亟 待 解 决 的 困 难 和 问
题。”吴鹏坤提到当时的现状依然记
忆犹新。

吴鹏坤在走访中得知部分贫困家
庭学生上学困难的情况后，主动对接帮
扶部门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决定实施
教育扶贫，开展“五个一”帮扶活动（1
个书包、1个文具盒、1盒笔、1本字典、1
本名著）和补助生活费，中学生每人每
年 880 元，小学生每人每年 608 元；在
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学生每年补助2000
元，免费提供实习机会。2019年，已对
全村 132 名留守学生和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进行了慰问，捐赠了书包、文具、书
籍等学习用品，还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中小学生、大学本科及以上学生（含非
建档立卡）共计 37 名学生进行了学费
和生活费补贴。

针对贫困群众部分疾病看病不便
的状况，吴鹏坤主动争取各方力量，在
村卫生室和镇卫生院建起了“华西健康
在线门诊”工作站，实行复兴村籍贫困
群众全额补贴远程问诊挂号，非贫困群
众问诊补贴每人 10 元。迄今，全村已
有 230 名贫困群众（含非贫困群众）受
益。

从窗明几净的机关大院，到透着
“农家肥”气息的田间地头；从业务娴熟
的金融精英，到农家土话的乡村干部；
从一名稚嫩的年轻党员，到冲锋在前的
脱贫引路人……吴鹏坤的扶贫经历成
为基层扶贫工作的一抹亮色。

年轻人外出务工，
老人孩子被迫留守，土
地荒芜无人耕种，这是6
年前大竹县文星镇复兴
村的真实写照。由于受
交通条件、地理位置和
历史发展等因素制约，
该村土壤贫瘠、基础设
施落后、无村集体经济，
2014年，该村被评定为
“省定贫困村”。

如今的复兴村，映
入眼帘的是一排排错落
有致的靓丽民居，平整
的水泥路把家家户户串
联起来，房前屋后干净
整洁，环境优美。放眼
望去，四周绿意葱茏，村
民在田间地头忙碌着，
这个昔日偏远沉寂的小
山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而这一变化离不开一个
人的辛勤付出。他，就
是大竹县文星镇挂职党
委副书记、邮储银行四
川省分行下派帮扶干部
吴鹏坤。

□邓岚精 特约记者 王晓林

渠县竹编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本报讯 近日，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公布了调整后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
位名单，四川刘氏竹编工艺有限
公司再次被确定为“渠县刘氏竹
编”国家级“非遗”传统项目保护
单位。

渠 县 竹 编 历 史 悠 久 ，早 在
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竹编就非常
发达，在渠县出土的汉砖上，就有
精美的竹编纹样痕迹，经过唐宋，
到了明清，渠县的竹丝宫扇已成
为达官贵人收藏的艺术珍品。上

世纪 70 年代初，渠县竹编艺人刘
嘉峰经过父传、师传和自己刻苦
钻研，总结和研究各种竹编技法，
发明了竹编“提花编织法”,首创竹
编字画、提花瓷胎竹编、双面竹丝
编等系列竹编工艺新品种，能在
竹编上编织书法、山水、花鸟、人
物等各种图案。特别是竹编字画
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竹编工艺史
上一大创举，影响和造就了一大
批竹编新秀，使传统的竹编技艺
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

（魏坤 本报记者 刘岸）

宣汉县荣获“全国门球十强县”称号
本报讯 2019年“五棵松杯”

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决赛
日前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圆满
落幕。宣汉县老年大学门球队参
加了比赛，并获得2019年全国门
球十强县称号，也是四川省唯一
获此殊荣的县(市、区)。

在门球大赛上，宣汉县老年
大学门球队怀着以球会友、以球
联谊的宗旨，满腔热情地参加了

比赛，在全国1051支参赛队伍中，
排名第一。宣汉县在全国 262 个
争创2019年全国门球十强县（市、
区）中，名列第五，荣获2019年全
国门球十强县称号。该县在县城
建成门球场 3 片，在南坝、天生等
乡镇建成门球场3片，有老年大学
门球训练基地1个，县门球协会常
年会员达150余人。

（王兴寨 彭涛）

渠县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
本报讯 近日，渠县人民法

院开展“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成果”暨“第九次司法大拜年”
集中执行行动。

据悉，渠县人民法院于 2019
年10月中旬至2020年初开展“巩
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专
项执行行动。在当日的集中行动
中，该院执行干警找到被执行人
15 人，拘传 11 人、拘留 1 人，移送

公安查找被执行人下落5人，查封
财产 1 套，查扣车辆 1 辆，集中约
谈 3 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2 人、公开曝光 63 人，扣划银行
存款 31.8 万元，集中发放在执行
中办理的房屋不动产权证160户，
共执行到位金额235万元，执行案
件22件，执结15件。

（本报记者 闫军）

通川区举办免疫规划人员上岗培训
本报讯 近日，由通川区卫

生健康局主办、区疾控中心承办
的 2019 年免疫规划人员上岗培
训班顺利开班。

此次培训班结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新规，对新形
势下的免疫规划工作及相关政策
进行了详细解读，从安全注射、预
防接种实施、免疫程序和补种程

序、疫苗及冷链管理等多个方面，
对预防接种日常工作中需要关注
的一些细节进行了强调。本次培
训考核运用互联网模式，通过手
机 APP 进行现场考试，答题完毕
提交后当场显示考核分数并进行
汇总分析，及时反馈培训效果，极
大地提高了培训效率。

（本报记者 洪叶）

通川区南岳社区整治环境卫生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东城

街道办事处南岳社区组织结对联
创单位中国联通达州分公司志愿
者，身穿红背心，在辖区开展“路
口文明”志愿服务劝导和环境整
治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围绕乱占道、
乱停放、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
在公交站台、人行道等人流量大

的地方站岗执勤，引导居民有序
排队、文明礼让、文明出行。志愿
者们为过往行人提供义务指路和
导乘服务，清理站台小广告、保护
城市环境卫生，劝导辖区广大居
民摒弃陋习、树立新风，增强道德
意识和文明修养，自觉遵守社会
公德。

(唐青 本报记者 李嫒颐）

万源市45位农民工进“课堂”学本领
本报讯 近日，万源市组织举

办的“普陀—万源东西部扶贫协作
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在浙江省普陀
区开班，该市 45 名返乡创业优秀
农民工参加培训，为他们进行集中

“充电”，助力创业就业增收。
此次培训涉及的课程主要包

括分享开放发展理念、如何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致富、抓
好乡村振兴等内容。同时，参与

培训的学员先后考察了舟山市普
陀展茅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桃
花岛等产业发展基地。

近年来，万源市共回引农民
工返乡创业3500余人，创办经济
实体1550个，吸纳就业人数5000
余人，让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
员回乡创业，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和助力乡村振兴。

（蒋德敏 张强 李小莲）

近日,由通川区政府投入资金50余
万元购买的全自动水面清洁船正式在
美丽的莲花湖水库上岗，清理库区水面
水生植物，保持莲花湖水库水质的清洁
干净。

“莲湖卫士”全自动水面清洁船，
长12.8米、宽4.2米、高2.8米，装载量
达10余吨，可乘2人，其发动机采用高
性能的船用柴油机，双明轮驱动，治污
而不致污。该清洁船工作效率高，集打
捞、滤水、卸载于一体，相当于人工打捞
的数十倍，大大节约了打捞成本。“莲湖
卫士”的投用，可确保莲花湖水库水质
和库面清洁。
（杨开州 本报记者 覃鹏举 摄）

“莲湖卫士”
清理库区水草

面对毒贩 是勇气与速度的博弈

“与一般刑事案件不同，涉毒案件
没有报案人，需要民警主动出击。”通川
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负责人说，“这个
特点决定，禁毒案件需要民警长期跟踪
调查。”2018年7月中旬，禁毒大队民警
发现辖区一吸毒累犯人员魏某出狱后，
不仅“重操旧业”，还做起了买卖毒品的
勾当，在宣汉、成都进行贩毒活动。得
到该线索后，禁毒大队民警对魏某进行
了长达半年的布控。

2019 年 1 月 18 日 10 时，专案组民
警获悉魏某将在当日晚从成都“大量进
货”的情报线索后，民警在其交易地布
控。2019年1月19日凌晨4点，就在魏
某与贩毒嫌疑人交易时，专案组民警破
门而入，当场将其抓获。

当天晚上，专案组民警成功抓获魏
某、樊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查扣涉案车
辆2辆，现场搜缴大量毒品。抓获该案
主要嫌疑人后，专案组马不停蹄对该贩
毒网络全线收网，随即成功抓获魏某的

“下家”毕某和冯某。据副大队长介绍，
该案是通川区公安分局近年来破获的
最大一宗毒品交易案。

夙夜攻坚 划破黑夜的尖刀利刃

“我们在研究毒贩，毒贩也在研究
我们。他们觉得周末、节假日被抓的风
险小，有时专挑周末、节假日的深夜出
来活动。”禁毒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尽可能切断毒品流入达州的通
道，禁毒大队民警经常要到外地寻找线
索、采集证据，每次出差少则十天，多则
月余。由于忙于工作，禁毒警察对家人
都充满了愧疚。2008年，23岁的肖警官
从警校毕业，分配到了通川区公安分局
禁毒大队。恋爱时，未婚妻对他说，“你
能不能转岗？毒贩都是穷凶极恶不要命
的，很多都有艾滋病、结核病之类的传染
病，和他们打交道太危险了！”小孩出生
后，肖警官不能陪儿子上游乐园、逛街、
甚至不敢送他上学，因为他不止一次被
毒贩威胁“小心你的家人。”担心有，压力
也有，肖警官仍然发挥着他乐天派的精
神，“怎么办，哄呗！”

为“天下无毒”梦想而战

禁毒工作打击是手段，宣传预防是
关键。只有打防并举，才能真正地实现
无毒的目标。禁毒大队负责人告诉记
者，从近几年，查处的吸毒、种毒和贩毒
案件看，大多涉毒人员特别是一些青少
年，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毒品的社会危害
性，认为好玩、好奇、时髦、刺激。有的涉
毒人员参与贩毒，知道是违法了但不知
道犯了多大事，更不知道是犯罪。这些
人禁毒法律意识极为淡薄，对毒品存在
着麻痹、模糊、不清的认识。

为了让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在校
学生真正全面了解毒品、认识毒品的
危害，懂得国家有关禁毒法律法规政
策，2019 年通川区公安分局为全区
大、中、小及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了禁
毒专题讲座 50 余次；对辖区内重点娱
乐场所进行了突击检查和禁毒宣传；
放弃陪伴家人的时间，到吸毒人员家
庭 进 行 走 访 座 谈 ，了 解 吸 毒 人 员 现
状，尽可能地解决吸毒人员面临的困
难。提高了广大市民的识毒、防毒、
拒毒意识，从而真正远离毒品，珍爱生
命。

□本报记者 赵曼琦

愿“天下无毒”望“人人平安”
——来自通川公安一线的禁毒民警故事

致敬最美平安守护者·达城警察故事

有这样一群民警，由于工作特
殊，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很少被公
开，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禁
毒民警。面对种种危险，禁毒民警
坚守缉毒一线，与狡猾凶恶的违法
犯罪分子斗智斗勇。

在大公无私的铁血面具下，禁
毒民警也有温情的一面。学校、社
区、农村，处处活跃着禁毒民警向群
众宣传禁毒知识的身影，他们教育
感化不慎涉毒的青少年，拯救那些
因毒品破碎的家庭。在他们心里，
“天下无毒”“人人平安”是他们共同
的心声。近日，记者走进通川区公
安分局禁毒大队，倾听禁毒民警的
故事，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

本报讯 近日，由达川区委、
区政府主办，达川区档案馆承办
的“达川印记”爱国主义教育主题
展览正式揭牌开展，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

据 了 解 ，整 个 主 题 展 览 从
2019 年 6 月开始谋划筹备，占地
面积700余平方米，展览以“回首
峥嵘岁月，讲好达川故事”为主

线，分川东秀壤、古风遗韵、红色
壮歌、抗战烽火、创业维艰和砥砺
前行等六个部分。“川东秀壤”简
述了达川区区情，其余五个部分
以时间为轴，讲述了达川历史上
和现今发生的精彩故事。

据悉，本次主题展览上，上墙
文字内容2万字，图片和档案500
余件。 （本报记者 刘岸）

“达川印记”爱国主义教育展览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