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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夫妻深山种柚子 甜了自己也甜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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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举办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培训班

400余政务服务人员集中“充电”
“老赵，你看这个大哩！”扶欢镇

松山村“赵柚子生态园”里，陈德兰

惊喜地举着一颗硕大的柚子向丈夫

赵兴中炫耀。

赵兴中抬头瞥了一眼，向妻子

点点头，嘴角露出掩饰不住的笑意。

今年69岁的赵兴中和陈德兰正

是这片占地250亩柚子园的主人。上

世纪90年代，夫妻俩皆因病退休。退

休后两人经营着一家金店，儿女成

家，生活富足，日子过得惬意而满足。

一次偶然的同学聚会，小学同

学向赵兴中求助：他种的上百亩烤

烟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亏损，难以

为继，希望赵兴中帮忙。赵兴中起

初打算只注入资金帮老同学渡过难

关，但自从去了一趟烤烟基地，赵兴

中便打算把那片地承包下来自己

种。“我老家就在扶欢，家乡养育了

我，我也想为家乡做点事。”

“他呀，倔脾气，拦都拦不住！”

2000年，夫妻俩卖了金店，带着所有

资金前往烤烟基地。经朋友建议，

赵兴中夫妻打算种柚子。

“烤烟基地荒废很久了，满山遍

野全是刺槐，人不小心被划到，能划

出个大口子。”陈德兰回忆，“我们聘

请附近村民帮忙开山修路。”没多

久，柚子园就初具雏形。

地有了，种植技术成了摆在夫

妻俩面前的又一道难关。“不懂技

术，那就去学！”垫江、梁平再到长

寿，走遍各地四处考察、四处学习，

赵兴中最终决定选择引进由重庆农

科院改良的福建灌溪柚子作为树

种。“改良后的福建灌溪柚个大皮

薄，更适宜重庆的土壤。”

为了确保柚子树健康生长，夫

妻俩还在园子里养了 100 多只羊，

“羊粪是天然有机肥，能更好地促进

柚子树生长。”同时，赵兴中还辅以

油渣，确保柚子质量。

风吹日晒、不舍昼夜辛苦看护3

年，2004 年，柚子树终于开始挂果。

即便产量不高，但第一批柚子树挂

果的情形还深深烙印在陈德兰心

里。

“我们的柚子园山上有 200 多

亩，山下50亩。当时山下就栽了700

多颗。我仔细数过，那年山上山下

一共才挂果1000多颗。”陈德兰苦笑

道，“最艰难的时候，连工人工资都

发不起。”

陈德兰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但

赵兴中不肯放弃，最终向儿女求助

渡过了难关。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柚子

园迎来了大丰收，纯收入30多万元。

“今年收成不错，预计产量70多万斤，

纯收入70多万元。”赵兴中笑道。

尝到甜头的赵兴中夫妻并没有

忘记自己的初衷。“柚子园施肥、采

摘、包装需要大量的人手，我们都是

聘请附近的村民，主要是家庭条件

较为困难的。”男工每天120元、女工

100元，农忙时一个月挣2000多元没

问题。

“今年，我们把山上的 200 多亩

柚子承包给当地人了，总不能只有

我们受益，是吧？”陈德兰笑道。

挑了一下午柚子，夫妻俩同时

站起来活动筋骨。夕阳的余晖洒

下，将柚子园映衬得满目金黄。夫

妻俩并排站着，眺望着山上的柚子

林，嘴角挂满了笑意。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古南街道落实为民服务解

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全力推进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工作“户厕改造”。目前已率先在花

坝、清水两个村完成了应改户厕90%

的改造，其中花坝村完成321户，清

水村完成215户。通过户厕改造，进

一步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加强了

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乡村文明新

风。

从“要我改”到“我要改”，
厕所革命大受欢迎

花坝村是我区的重点村之一，

目前大部分村民家中都忙着改厕，

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跑上跑下帮村

民进行改厕的各项衔接工作。

花坝村第一书记柯晓娟介绍，

该村驻村工作队通过召开动员会、

院坝会、座谈会、入户走访、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参观等方式，广泛宣传

改厕的必要性和实用性，转变村民

的卫生观念，使村民从“要我改”变

为“我要改”。

花坝村村民王清强是该村第一

户完成改厕并享受到实惠的农户。

“厕所都是政府出钱改造的。我家

改建好的卫生厕所，粪便经过三格

式卫生厕所无害化处理，达到了粪

便无害化要求，上完厕所用水一冲，

臭味没有了，苍蝇也没有了，干净卫

生。其他村民来参观了我家改建好

的厕所，都说好，羡慕得很。”王清强

乐呵呵地说。

从观望到参与，花坝村村民争先

恐后地进行户厕改造。全村9个组户

厕改造工作在8月底全面铺开，短短

一个半月时间，已改造完成321户。

党员带动群众参与，重改
建更重维护

古南街道高度重视农村户厕改

造工作，制定出台了农村改厕工作

实施方案，成立了农村改厕工作领

导小组。在花坝、清水两个村压实

责任，快速推进落实。

驻村工作队和定员干部分片包

干，对全村厕所现状、改厕类型及需

求等进行仔细排查，建立台账，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打表推进改厕任

务，白天进村入户做工作，晚上开会

研究解难题。坚持每天报进度，提

前拉出可以施工名册，确保改厕工

作快速高效推进；逐户落实改厕方

案，因地制宜为农户解决选址、协调

用地、组织用工，确保每一户农户施

工无障碍。

在改厕过程中，充分激发村民

的参与热情，动员改厕农户自己挖

化粪池坑和管道沟。坚持先易后

难，抓好典型示范。以示范引领带

动全村改厕，优先选择群众积极性

高、村民小组长工作能力强的村民

小组先行施工，用看得见的改造效

果激励其他组农户转变理念；先行

改造公路沿线农户，发动党员、村民

代表和民政人员带头改厕，影响带

动其他农户，有针对性地改造“老大

难”，啃下“硬骨头”，扭转农户观念。

清水村村委会主任包达毅介

绍，清水村新改建的215户卫生厕所

坚持遵循“三不两无一处理”三个标

准。“三不”，即上面不漏雨、进厕不

露人、地上不漏粪；“两无”，即清洁

无蝇蛆，厕所无臭味；“一处理”，即

粪便无害化处理。“为了让村民深入

了解改厕知识，我们的村干部经常

到村民家中宣传讲解新建无害化卫

生厕所的注意事项，让村民透彻地

掌握改厕最核心的意义和内容，便

于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长期维护

好农村的环境卫生。”

文/通讯员 刘雪秋

改厕“改”出乡村新面貌
——古南街道农村户厕改造纪实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黎梨）日前，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开展以“放歌新时代，点赞家乡美”为主题的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当天，来自营盘山小学的30多位师生与该中心教

师一起前往老瀛山地质公园、永城小学、王良故居，感

受家乡的大好山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永城吹打，以

及人民英雄王良将军的爱国情怀。

“老瀛山有多高呢？”“老瀛山的最高海拔有1354

米。”“这些石头为什么是红色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

的丹霞地貌呀。”……徒步登老瀛山时，孩子们兴致勃

勃地不停向导游询问，了解老瀛山的地质文化。

在永城小学，营盘山小学的孩子们用葫芦丝、巴

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永城吹打进行了音乐上的

交流，并与永城小学的孩子们交换了礼物。

在王良故居，革命英雄王良将军为了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光荣牺牲的英勇事迹，深深地打动着在场的

每一位孩子，“王良将军是綦江人，我感觉很骄傲。我

要继承王良将军的革命遗志，好好学习，将来更好地建

设祖国、建设家乡。”参加本次活动的学生欧阳夏雪说，

这次活动，让她学到了很多知识，还交到了很多新朋

友，十分有意义。

据悉，接下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还将组织学生

走进东溪古镇、赶水镇等地，欣赏家乡美景，了解家乡

文化，让广大青少年爱家乡、知家乡，增进他们对祖国

和家乡的热爱。

放歌新时代 点赞家乡美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师生实地感受家乡美

孩子们在老瀛山国家地质公园 记者 赵竹萱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段贵华）日

前，綦江区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培训

班在市民服务中心开班。

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了山东大

国之礼文化研究院专家讲师前来授

课。培训将分两批次进行，历时一

周，培训对象覆盖中心全体工作人

员和各街镇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及

业务骨干，培训人数超过 400 人。

培训内容紧紧围绕统一服务标准、

提升服务水平两大目标，分理论培

训、落地督导、展示评比三个板块，

除了对大厅服务标准进行培训外，

还将从心态、舆情处理、服务礼仪以

及服务意识等提供专业授课指导。

“这是一次专业、系统、全面的

政务服务提升培训。”参加本次培训

的学员纷纷表示，将珍惜本次培训

机会，在有限的培训时间里，力争做

到“来有所学、学有所思、学有所获、

学以致用”，为进一步优化政务环

境、营商环境，促进全区经济大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黄婕）10 月

14日，区纪检监察系统组织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案

四说”警示教育，教育引导纪检监察

干部进一步树立正确认识、摒弃看

客心态，强化自我监督，以案为鉴、

以案为训、以案促改。

据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区纪委监委机

关注重发挥警示教育震慑作用，选

取身边典型案例，再次敲响廉洁警

钟，持续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我约

束，锤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

品格。

会上，16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集

体观看了《前门“当官”后门“开店”

的“打铁人”》警示教育片，通报了我

市一起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区纪委、区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就“以案四说”警

示教育作了专题报告。

会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

要以铁的纪律坚守初心、践行使命，

从反面典型中受到警醒、触及灵魂，

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谋

私利、秉公用权，成为廉洁自律的模

范、尊法守法的典范、道德修养的风

范、履职尽责的示范。

警示教育活动后，与会同志纷

纷表示，要以违纪违法人员为戒，时

刻警示自己，守住底线、不踩红线、

筑牢防线。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严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

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在工作岗位上

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自觉接受

教育监督，做到正人先正己、打铁自

身硬。

会后，区纪委监委机关随机抽

取派驻纪检监察组、派出监察室、街

镇纪委（纪工委）等 100 余名干部，

开展了应知应会业务知识测试。

区纪检监察系统在主题教育中注重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纪检监察队伍

本报讯（通讯员 韩天）近日，

重庆市医科学校党支部组织全体党

员、团员来到位于永城镇的王良故

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深切缅怀革

命先烈。

王良故居以王良将军的生平为

主线，以文字、图片、实物等多种形

式，再现了王良将军成长经历和在

革命战斗中的英雄事迹。在永城镇

综合文化站负责人的讲解下，该校

党员、团员同志们重温了王良将军

黄洋界保卫战、龙岩战斗等经典战

役，领略了王良将军的卓越军事才

能。同时，大家也被王良将军为了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毅然投身革命，

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所感

动。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

立足本职岗位，发扬革命先烈的光

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

烈。

瞻仰王良故居 沐浴红色洗礼
区医科学校组织党员、团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綦江城区五福路，摩托车整齐停放在规定位置。近段时间以来，

我区加大力度规范和整治城区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车辆停放更加有序，城市

显得更加文明，颜值得到相应提升。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车辆规范停放 城市颜值提升

赵兴中正在摘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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