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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文化市
场管理，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切实防范各
类安全隐患，近日，达川区举办了文化市场安
全生产暨业务培训。

培训会上，传达学习了《达川区文体广电
新闻出版局关于加强“春节”期间文化（出版
物）市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精神，并要求
各相关单位（股室）和文化市场经营业主要严
格按照市、区的统一安排和要求，着力解决春
节期间文化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排查，
强力整改，确保市民过一个安全、祥和、文明
的春节。

（冯仁）

本报讯 “15岁外出务工，近30年漂泊
打拼，没想到最后还是在家乡把事业做大做
强了。”近日，在渠县举办的“温暖回家路，走
进新时代，共享新生活”主题宣传暨服务企
业招聘活动现场，火龙果种植业主罗学顺情
洋溢地讲述了自己回乡创业的故事。

据了解，为进一步扩大示范引领作用和
政策知晓率，渠县每年都会利用春节前后乡
友返乡高峰时期，在车站、广场等人流密集
区举办各种形式的招聘会和创业咨询，积极
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在今年
的首次招聘会现场，参会企业共提供服装制
造、医疗卫生、食品餐饮等各类就业岗位
4325个，达成意向性协议200余个。下一
步，该县相关部门还将分批次深入各乡镇、
社区，继续举办就业创业服务活动，把贴心
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特约记者 简朝龙 赵辉）

本报讯 2月4日，宣汉县美术家协会举
行年度工作总结会。

2017年，宣汉县美术家协会活动内容丰
富多彩，相继开展了“马渡石林采风”、“巴风
賓韵”等采风与交流活动；举办了题为“地域
性文化与美术作品创作的人文表现”、“土家
民俗文化如何在旅游景区生存和发展”等专
题讲座；开展了“迎新年、送万福进万家”下基
层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为父老乡亲们送去春
联、福帖各200余副；召开了“一剪一纸——
彭广素民间剪纸艺术研讨会”，展示了200余
件不同风格和样式的剪纸作品。为宣汉文化
大繁荣增添了色彩。

(特约记者 张梅)

本报讯 “我们回迁入住已经一年了，感
谢党和政府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享受到了
新时代的幸福生活。”近日，通川区北外镇张
家坝社区居民欢聚一堂，举行回迁一周年新
春联欢会。

联欢会在歌曲《开门红》中拉开帷幕。随
后上演的10多个舞蹈、杂技、独唱、魔术、小
品表演等节目，把新年的祝福带进了居民的
心坎儿里，现场欢歌笑语，掌声不断。

2010年6月，通川区启动了张家坝开发
建设。2016年10月，张家坝社区2000多户
居民顺利回迁住进新居，彻底改善的不仅是
住房条件，身边还建起了农贸超市，引进了物
业公司等，健全的文化娱乐生活配套设施让
居民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约记者 文志碧）

本报讯 近日，宣汉县双河中心卫生院
联合双河镇计生服务中心，在双河镇中心广
场开展了义诊和“二孩”生育、异地就医结算
等政策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双河中心卫生院医生为现场
群众测血压，并讲解健康知识，引导群众树立
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同时，双河镇计生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还现场就“二孩”生育、异地
就医结算等政策向前来咨询的群众作了耐心
细致的解答。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健
康礼包”150余份，开展义诊46人次。

（李双科 本报记者 王万礼）

巴渠时讯

达川区
开展文化市场安全生产暨业务知识培训

渠县
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

宣汉县美术家协会
2017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通川区张家坝社区
举办回迁一周年新春联欢会

宣汉县双河中心卫生院
开展义诊和政策宣传活动

本报讯 春节前夕，宣汉县组织相
关部门及各乡镇，及时开展“送温暖”慰
问活动。

此次活动开展前，该县相关部门对
慰问类别、慰问路线等进行了统筹安
排，制定了具体的慰问方案。同时，划
拨了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专项资金，
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
金保障。

据了解，目前，该县慰问活动已
陆续在54个乡镇和各行各业展开，对
贫困党员、贫困母亲、空巢老人等30
多类困难群体进行了慰问。自开展

“送温暖”慰问活动以来，该县共为6
万多名困难群众送去了慰问资金和帮
扶物资，同时也送去了党委和政府的
温暖。

（朱赞扬）

本报讯 近日，在大竹县双马车站广场上，一场以
“2018温暖回家路”为主题的大竹县关爱外出务工返乡
人员行动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来自该县党政机关及企事
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身着印有“大竹职工志愿者”字样的
工作服，热情地迎接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回家过年，并为他
们送上“新春礼包”

“没想到坐车回到老家，一下车就有人来接我们，简
直是太高兴了。”在广东务工的四合镇石牛村村民王中
文，经历了20多个小时长途奔波后，一下车就收到了“新
春礼包”，看着喜庆的“福”字，旅途的疲惫一扫而光。

据了解，大竹县从2月8日至3月12日历时40天，将
在县城及各乡镇客运站和邮政便民服务店免费给外出务
工返乡人员发送“新春礼包”，计划发放2万余套。“新春
礼包”内准备了就业扶持政策宣传资料、农民工维权知识
手册、新春对联、创业就业银行信贷扶贫宣传资料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宣传图册等，让广大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在真
切感受到家乡人民的关怀和温暖的同时，了解就业创业
新政策，学习法律法规知识，促进返乡人员创业就业。

（陈俊秋 摄影报道）

宣汉县
为6万多名困难群众送去温暖大竹县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发放“新春礼包”

本报讯 近日，宣汉县黄
石乡九龙村举办了农民运动
会。该村100多名村民聚在村
委会前的院坝内，参加了拔河、
扳手腕、夹玉米粒等乡土气息
浓郁的比赛项目。

院坝一侧的“夹玉米粒”比
赛，每次6位村民参赛，夹玉米
粒最多的获胜。只见每位选手
手持一双筷子，身旁固定一个

塑料碗，待“发令号”一响，参赛
选手用筷子从一个装满玉米粒
的大窝盖里将玉米粒夹住，然
后送到塑料碗里，每次只准夹
一粒，每场比赛时间 2分钟
……运动员个个全神贯注，挥
舞着筷子，用运动的形式表现
丰收的喜悦。

还有男女扳手腕、拔河比
赛……无不“农”味十足、妙趣

横生。参加扳手腕比赛的村民
杨贤玉说：“参加此次农民运动
会，名次是次要的，大家图的是
热闹，享受的是和谐的气氛。”

黄石乡副乡长刘春节告诉
记者，该乡在挖掘、传承农耕文
明的过程中，推动农村群众体
育活动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
九龙村已连续举办两届农民运
动会，不仅仅让村民强身健体，

而且紧扣农耕、农情、农趣，反
映农民生产生活，让人们在享
受运动乐趣的同时，传承乡土
文化的血脉。

（特约记者 张平
漆楚良 摄影报道）

九龙村农民运动会
突出乡土文化传承

拔河比赛扳手腕比赛

达州儿女在军营之二

陆军装甲兵学院教练团战士
李东如今已经成为中国驾驶坦克
漂移第一人。在央视一套节目《挑
战不可能》中，这位宣汉县的小伙
儿开着重量超过40吨的96A装甲
坦克，通过3次270度“瞬间漂移”，
实现精准入库，展示了中国军人过
硬的军事素质……春节前，市委、
市政府，达州军分区派出代表，组
成慰问团赴北京对其进行了慰问，
并聘任他为我市“2018年度征兵
宣传形象大使”。本报也派出记者
深入装甲兵学院，采写了他的故
事。

想开坦克的装甲兵
2007年，李东在宣汉县柏树

镇报名应征入伍，离开的时候，从
小抚养他长大的爷爷只说了一句：

“在部队，好好干。”
进入部队之前，李东并没有兵

种的概念，但他第一次在训练场，

看到平时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的坦
克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就暗暗
立誓：一定要当坦克兵，开上坦克。

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李东虽然当上了装甲兵，但是因为
专业转换，李东入伍第三年才转入
坦克连。此时，不少和他同年入伍
的兵已经成为坦克驾驶助教，而李
东连坦克驾驶室的门怎么打开都
不知道。

“哟！又是连值日呢？”在坦克
连当兵，李东却不接触坦克。每逢
战友训练归来，一句简单的问候，
却像一颗钉子扎在李东心里，他暗
下决心：一定要学会开坦克，还要
成为坦克连最牛的兵。

李东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坐上
坦克的感觉，数十吨的“陆战之王”
发出的咆哮，让他觉得这是世界上
最动听的音乐；高速飞驰在沟壑遍
布的训练上，给他一种“舍我其谁”
的英雄气概。2011年，学院教练

团正在推行“尖兵计划”，选拔一批
技术精湛的助教保障新装备教
学。驾驶、射击、通信三个专业的

“一级证书”，是进入“尖兵计划”的
最低门槛。李东觉得这是个机会，
报名后便请士官长黄新春为自己
出谋划策。

“拿到三个‘一级’，至少需要
6年。”黄新春帮李东分析了面临
的形势，本想让他“打退堂鼓”，反
倒更加坚定了李东的决心：理论上
可行，那就开始干！“第一年拿下驾
驶二级，第二年拿下射击二级
……”就这样，李东掰着手指头制
定出属于自己的“尖兵计划”。

基础课目练神技
学会开坦克，是计划的第一

步。刚迈步，李东就打了个趔趄。
因为着急，还没等掌握“油离配合”
的要领，李东就开着坦克往前走，
手掌被档把打起一个个大血泡。
可李东深知自己起步晚、底子薄，
不仅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还
练得最勤。

坦克内工作环境恶劣，夏天天
气炎热，高温环境加上强烈的颠簸
和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噪声，相当消
耗驾驶员的体力；冬天天冷，加温
锅冒出的浓烟在密闭的空间内呛
得人眼泪直流，火炮射击后逸出的

火药气体淤积在车内，更是让人难
以承受；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每天吃进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
补，更是坦克驾驶员训练场景的真
实写照。“前进，后退，转向。”面对
坦克驾驶后期单一、枯燥的训练，
李东从不抱怨，每天不折不扣地重
复这些简单的动作。他甚至借着
这些基础训练，摸索出了各种型号
坦克之间的性能区别。苦心人，天
不负。2015年6月，李东通过了驾
驶、射击和通信三个专业的一级考
核，成功集齐三个“一级证书”，比
预期规划缩短将近两年时间。被
授予“尖兵徽章”那天，他在“尖兵
墙”前驻足良久。

坦克漂移其实并不是装甲兵
学院正常的训练课目。指导员沈
业雄说：《挑战不可能》栏目当时
只是一个提议，学院向节目组推
荐的驾驶员一共有5名，而李东更
不是他们当中驾驶技术最好的。
节目录制前，几名驾驶员都私底
下训练了一段时间，但都没有一
次成功的记录。之所以最终选择
李东上场进行挑战，就是因为他
摸透了每辆坦克的“脾气”，成功
的把握最大。

“027性格温和、提速慢，326
性格刚烈、刹车要猛……”李东也
将自己挑战成功的原因归功于平

常枯燥的基本驾驶训练。

坦克尖兵再升级
李东已经成为教练团里驾驶

技术最好的助教，他和坦克如今就
像老朋友一样，每天在一起，彼此
熟悉，已不能分开。

“当兵就该有梦，有梦才不会
怕痛。没有伤疤，哪有驾驶坦克驰
骋沙场的硬功。”作为一名助教，李
东在训练场上一边告诫身边的战
士，一边倾心传授技能，更将自己
琢磨出来的一些“绝活”毫无保留
地传给了大家。他在全国观众面
前那句“如果祖国需要我能第一个
上！”更展示了中国军人的使命和
担当。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称赞，
原以为足够让李东骄傲一回，但他
却说自己的“尖兵”之路还有很长，
他要在将来拿下三个“特级证书”，
真正成为学院最牛的兵。

在陆军装甲兵学院某连，记者
还见了和李东一样的4名达州籍装
甲兵。坦克兵那么苦，那么脏、那
么累，可他们为什么还是全身心地
投入，并乐在其中？他们说：驾驭

“陆战之王”驰骋疆场，为祖国枕戈
待旦保卫和平，才是将来最值得回
味的青春。

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文/图 本报记者 龚俊

坦克驾驶员李东：
坦克就像老朋友

本报讯 连日来，通川区
采取“四加强”措施，扎实抓好
春节前后安全生产工作，确保
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加强安排部署。该区召
开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常务
会，传达贯彻全国全省全市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及全市安
委会会议精神，并对春节前后
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细化目标、明确任务、落实责
任。加强部门联合。组织召
开部门联席会，安排部署交通
运输、煤矿、建筑施工、非煤矿
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消
防、工贸行业、特种设备、旅游
等十大行业领域安全攻坚联
合行动。共开展联合检查16
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135
家，查获非法经营10起，查扣
非法经营烟花爆竹88件，排
查安全隐患297条，下发限期
整改指令书15份。加强应急
管理。在区委常委会和区政
府常务会上，对应急管理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严格执行领
导干部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
度，确保信息畅通，应急准备

到位。同时，充分利用政府网站、短信、微信群、
QQ群、农村“村村通”广播、户外LED滚动广告
等多媒体，加强安全知识宣传和预测预警，落实
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督查。区安委会成立
了5个督查组，采取查阅资料与实地检查相结
合的方式，对全区各乡镇（办委）、有关部门及重
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两轮督查，实现全覆
盖督查。目前，已完成第一轮督查，共督查部门
10个、乡镇11个、企业15家，发现问题和隐患
85条，发出督办通知8份。 （彭洪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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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左一）向战友讲解坦克驾驶操作要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