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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坚 决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从扶欢镇出发，沿东南线的

炒油路驱车 10 余分钟进入插旗

村，眼前绿水青山、春花烂漫，处

处可以感受到乡村的新变化。

自脱贫攻坚仗打响以来，插

旗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极大变

化，村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稳步

提升，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插旗村贫困户敖裕明告诉记

者，他的妻子去年因头部受伤，无

法再进行劳作，现在家庭的重担全

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但令人出乎

意料的是，他家从客厅到卧室、从

厨房到厕所都非常的干净整洁。

“家里面干净了，做起事来才

有精神。”敖裕明说，自从村里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后，路修好了，还

安装了路灯，自来水也通了，人行

便道也修到了家门口。说着，他

指着悬挂在大门口的顶灯说：“连

每家每户门口这个大灯也都给装

上了。”

实践证明，脱贫工作只要精

准施策，付出真心真情，就能换取

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而乡村变

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道路整洁，屋舍明亮，昔日插

旗村村民路边随意丢垃圾，如今

早已不见踪影。在村干部和驻村

工作队隔三差五宣传文明礼仪的

影响下，村民们自家屋内的环境

也随着屋外环境的变美而改变

着。村里的变化不只体现在环境

的改善上，更多的是给村民们带

来了信心，让大家想脱贫致富、提

高生活品质的念头更强了。

今年，在村干部和驻村工作

队的帮扶和鼓励下，敖裕明种植

了 5 亩水稻、6 亩玉米，还打算喂

上三四头猪，闲时他还会去村集

体的公司务工，增加收入。“政府

给了这么好的政策和条件，我就

要使劲干啊，想脱贫致富光靠政

府是不行的，得自己肯吃苦肯

干！”敖裕明说，今年村上又发展

起了稻田养鱼项目，他也积极地

参与进去了，估计收入能在去年

的基础上多一两万元。

“群众积极想干，我们就要帮

他们多想路子。”插旗村第一书记

杨翼德介绍，今年插旗村携手团

区委，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群团

助力+合作社牵头+农户参与+贫

困户受益”的发展新模式，充分发

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和人才智力

优势，共建了200亩“共青团示范

田”种植优质稻，并在敖家湾核心

区的 80 亩稻田中采用“稻鱼共

生”现代农业新技术，打造有特色

的主导产业，引领村民发展产业

致富。

近年来，我区着力推动“精神

脱贫”与“物质脱贫”深度融合、同

频共振，将现代文明和文化建设

以人居环境整治的形式导入乡

村，推动打通精神扶贫的“最后一

公里”，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的美好

蜕变，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交响乐。

“精神脱贫”与“物质脱贫”同频共振

里子面子一起新
本报记者 赵竹萱

▲欣欣向荣的插

旗村 记者 石亮 摄

市民赏花拍照

记者 赵竹萱 摄

▲

供水，关系着千家万户。在綦江，

有这样一群供水人，为了让广大市民

用上干净水，他们坚守岗位，默默付

出，确保市民用水无忧。3月22日—

28 日是第三十三届“中国水周”，近

日，记者走进渝綦水务开发有限公司，

一探供水人的日常工作。

李刚：
24小时待命 365天候勤

1.7米的身高、55公斤的体重，每

天肩背约8公斤的工具包奔走于单位

和报修地点。作为渝綦水务开发有限

公司东城维修班的一员，6年来，李刚

都是24小时待命、365天候勤。现在，

他主要负责文龙街道和通惠街道大部

分区域的自来水管道维修工作。

“每天我们会接到 5 个左右的维

修电话，有时一次维修需要花费 1 天

的时间。”李刚说，由于工作时间的不

确定性，他们常常不能按时吃饭。有

时在家休息电话就打来了，必须马上

出发赶到抢修现场。对于他们而言，

每天都是工作日，春节也不例外。

天气骤降，供水管道开裂的情况

就容易发生。2月15日，綦江高海拔

地区飘雪，通惠街道新兴社区供水主

管道发生爆裂。李刚和同事第一时间

赶往现场，开展抢修，从晚上9点半一

直忙到凌晨1点多。

虽然夏天蚊虫乱咬，酷暑难耐；冬

天冰水刺骨，寒风凛冽。但身为一名

党员，李刚说，为用户排忧解难是他的

职责，每每听到市民的感谢，自己也都

特别高兴。

冷春燕：
23年如一日 把好水质关

1997年，刚刚步入社会的冷春燕

就进入水厂化验室。采集水样、化验、

记录数据，23年与水打交道。

“自来水从水源地流到市民家中，

要经过很多道工序。”渝綦水务开发有

限公司水质化验员冷春燕说，为了保

证每一道工序内的水都符合相应标

准，她和同事每天早上 9 点就要带着

取样瓶（袋）前往水厂内的各个采集

点，采集水源水、沉淀水、滤后水以及

出厂水等 4 种水样，并检测包括微生

物、余氯、浑浊度在内的 11 项指标。

其中，余氯和浑浊度需要每 1 小时检

测一次。

从上班到下班，冷春燕一直都在

忙碌着。她不是在采集水样的路上，

就是在化验室的桌前。

除了到水厂内的取水点，冷春燕

还会轮值到学校、小区、医院等地进行

管网水的采集化验，每周2—3次。

冷春燕说，她会坚持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把好水质最后一道关。

杨意：
接待缴费用户十几万人次

3 月 17 日下午，记者在渝綦水务

开发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见到了杨

意。她从1997年起，一直从事水费收

缴这项工作，和群众面对面交流。

“现在，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手机

缴纳水费。所以，来营业厅缴费的人

也大大减少。”杨意告诉记者，工作23

年，她已经接待了十几万人次的缴费

用户。

提及工作中遇到的难忘事，杨意

打开了话匣子，“记得有一次服务大厅

来了一位老人，我帮她把问题解决后，

她慢慢地从兜里掏出了一个黄桷兰要

送给我，那时候我觉得好感动，所有的

辛苦都值了！”

除了接待前来缴费的市民，杨意

每天还要接听 30 多个市民热线。作

为窗口客服，杨意直言，对待客户，要

喜怒不形于色，即使遇到用户不理解，

也要微笑服务，耐心解释，因为这是基

本的职业素养。

供水“无声”
滋润心田

本报记者 谭禄柳

在赶水镇麻柳村，公路两旁、

村民庭院干净整洁，房前花草树

木、房后蔬菜果园生机勃勃，一派

怡然自得的美好生活景象映入眼

帘。

“以前我们这里的公路没有

硬化，经常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的，没事干的时候根本不愿

出门去，现在村里的公路都硬化

了，家门口还修建了休闲文化广

场，变化实在太大了。”麻柳村 2

组的张大爷一边忙着在自家庭院

的花台修枝，一边高兴地对笔者

说道。

据麻柳村党支部书记游永秀

介绍，为了让全村环境变美，该村

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通过

“支部带动党员、党员带动群众”

的方式，由村支两委党员带头栽

花种树，清除残垣断壁，清理房前

屋后垃圾杂草，用实际行动作表

率，带动村民们自觉参与到环境

治理工作中，实现了从袖手旁观

到动手干的观念转变。

“现在，村子看上去很养眼，

我们生活的幸福感也得到了很大

提升。你看，村子周围都是郁郁

葱葱的景色，晚上吃了饭和家人

出来散散步，心情很舒畅……”对

麻柳村现在的环境，村民们赞不

绝口。

“村子的蜕变，倒逼村民们的

素质大幅度提升，现在村民们主

动加入保护家园行动，还自觉给

村子里的绿化树浇水，主动把垃

圾扔进垃圾桶，清理污水沟壑

……”村民们的意识转变，村干部

古秀利看在眼里。

自2019年以来，赶水镇麻柳

村先后争取资金 100 万元，紧紧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在“抓

点、带线、促面”上下功夫，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有机融

合，全面提升了村子的“颜值”和

“气质”，把麻柳村建成了展现赶

水形象的重要窗口。

通讯员 湛江涛

村子“颜值”“气质”俱佳
赶水镇麻柳村村民盛赞人居环境变化

麻柳村文化广场 通讯员 湛江涛 摄

本报讯（记者 包俊 廖静 实

习生 张梦寒）3月20 日，记者从区商

务委获悉，该委按照“预防为主、应急

为辅”的原则，提前完成 2020 年全年

猪肉储备计划，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全

区猪肉等主要肉食品正常供给。

为确保我区猪肉市场不受影响，

区商务委建立市场运行分析机制，对

区内各种肉类供应情况进行跟踪监

测，并通过对猪肉等主要肉食品销售

情况的重点预测，提前研判市场供应

变化趋势。

“我们科学测算并制定了2020年

50 吨冻猪肉和 1000 头生猪的储备保

供计划，目前储备保供任务已完成。

此外，我们还积极鼓励商贸企业对接

区内外牛、羊等大型屠宰企业和鸡鸭

等大型养殖场，签订应急保供协议，建

立安全可靠的肉品供应链。”区商务委

商贸流通科科长李康说。

据了解，今年1-2月，我区共计产

销对接猪肉、禽肉 40 吨，有效缓解了

当前猪肉市场供应压力。目前，全区

猪肉市场供应未出现断档脱销情况，

各种肉类供应充足，价格趋于平稳。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通讯员

石光琼）“你们家这个黑猪长得膘肥肉

美，现在已经打了疫苗，你就放心地

养。”日前，古南街道农服中心畜牧工

作人员何帮海来到花坝村，免费为村

民王梅喂养的猪打疫苗。

连日来，古南街道在抗击疫情的

同时，坚持抓早抓细抓实春季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辖区各养殖户、养殖场

时常可以看到畜牧工作人员起早摸黑

忙碌的身影。他们按照“两统一、两集

中、两规范”要求，以强制免疫、疫情普

查、消毒驱虫、防疫监管、动物疫病监

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为工作重点，对农

村散养畜禽圈舍进行一次集中消毒灭

源和驱虫保健指导服务。

据悉，截至目前，古南街道今年春

防已出动兽医工作人员 100 余人次，

印发疫病防治技术资料 400 余份；已

强制免疫生猪 2269 头、牛 150 头、羊

560只、家禽44108只、犬848只，切实

将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从源

头上助力群众餐桌上“肉盘子”供给。

古南街道抓早抓实春防

从源头护航群众“肉盘子”

区商务委多举措保肉类储备到位

市场主要肉食品供应充足

3月20日，东溪镇农业服

务中心农技员罗红梅和区人

大代表鄢训，指导村民开展辣

椒育苗。东溪镇栽有辣椒

7000余亩，是群众增收致富的

主要产业。区镇农技人员以

及拥有种植技术的人大代表

等纷纷走进田间地头，开展技

术指导，助力春耕生产。

记者 覃宁波 摄

助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