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蒋守丰，是忠县磨子土家族乡农业服务
中心干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他努
力奋斗、倾情奉献，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中一路耕耘、一路放歌，正如他的名
字一样，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守”望
着“丰”收到来的那一刻。

撬动发展引擎 由输血变造血

2021年，蒋守丰主动申请从经济
基础较好的忠县永丰镇调到基础条件
较差的磨子土家族乡工作。同事笑他

“从米箩兜跳到糠箩兜”，他心里也清
楚，今后肩上的担子会更重。

磨子土家族乡是忠县唯一的民族
乡，也是重庆17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乡镇之一，由市纪委、监委帮扶集
团定点帮扶。刚刚从贫困的泥潭中挣
扎出来，正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工作
上的困难不言而喻。

到磨子土家族乡（下称“磨子乡”）
农业服务中心后，蒋守丰经常下乡去
调研，了解脱贫户思想动态、各村产业

发展等情况。他发现，全乡大多数青
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土地闲置荒芜，
村集体经济落后，主导产业薄弱，在家
群众增收困难。

结合以前的工作经验，蒋守丰提
出实施“三变”改革，通过盘活集体资
产、土地、林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
资源要素，激活发展潜能。统计全乡
各村闲置的办公用房、村级小学、卫生
室等场所，以出租方式收取一定租金，
从而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在小李村，蒋守丰指导他们将闲
置的复垦地块利用起来，发展种植大
豆、西瓜、辣椒等40亩，村集体经济年
增收可达5万元。同时，他还积极申报
股权化改革项目，新发展食用菌130
亩，仅4个月就建成为忠县最大的羊肚
菌生产加工基地，体现了“磨子速度”，
村集体年分红8.4万元。

如何将群众的农副产品卖得更远
更好？蒋守丰牵头招引企业建立电商
销售平台，2021年9月，重庆磨珍源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驻磨子乡。公司探
索反哺帮扶新模式，将销售额的8%作

为分红，用于支持乡村振兴。2021年，
磨子乡各村获得集体分红共42.5 万
元，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
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工作。

激发群众动力 变被动为主动

初到磨子乡，蒋守丰发现部分村
（社区）干部群众仍然存在“等靠要”思

想，群众陈规陋习较为突出。他认为，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干部群众的思想
更不能“掉队”。

利用周末休息时间，蒋守丰遍访
全乡8个村（社区），与干部交心谈心，
一同探讨在各村（社区）建立“积分管
理制”。各村积极发挥党员示范引领
作用，带领群众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志

愿者活动，进行“五村五户”评选，乡风
文明程度逐渐得到提升。

按照全乡乡村振兴发展规划，竹
山村将建立210亩百竹园基地，壮大
村集体经济收入。但许多群众热情
不高，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来，有的
还极力阻挠施工，项目实施一度陷入
僵局。蒋守丰闻讯后，配合驻村工作
队和村支“两委”，挨家挨户走访，仔
细向群众讲解乡村工作的重大意义
和县乡村发展规划等。群众的心结
打开了，百竹园基地项目得以顺利推
进。

为进一步转变群众的思想观念，蒋
守丰又着手收集和整理材料，配合村（社
区）开展“乡村振兴·大课堂”“乡村振兴·
大家谈”“乡村振兴·大家干”等活动，了
解群众意愿，听取群众建议，凝聚群众共
识。蒋守丰说：“群众都很质朴善良，只
要我们走得近，把政策讲解明白，把感情
交流到位，他们就能在心里认可你，自然
而然就会支持各项工作。谁不想让自己
的家乡变得更加美丽呢？”

如今，磨子乡各村的产业都已发展

起来，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明显，村
民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豪情满怀。

不忘使命担当 倾情投入工作

磨子乡基础薄、底子差，又是市级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建设项目多，任
务十分繁重。

蒋守丰除了要做好自己办公室的
工作外，还要经常协助驻村工作队、施
工企业解决项目实施中的许多问题。
因为工作繁忙，家里的事往往无暇顾
及，两岁多的孩子由妻子照顾。

2021年冬天的一天夜里，蒋守丰
的妻子发烧严重，年幼的孩子无人照
看。而此时的他，还在办公室整理白
天下村时的统计数据，他向妻子在电
话中表示歉意。彻夜难眠后，天一亮
他匆匆吃完早饭又下村去了。

2022 年 3月，孩子患上了肺炎。
单位领导得知后，要蒋守丰调休两天，
回家带孩子去医院治疗。在医院诊断
完孩子的病情后，他当天下午就回到
单位，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潘锋 邰林林 图片由忠县总工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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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 通讯
员 冯涛)9月 7日晚，记者从重庆市
蓝天救援队获悉，在接到前方指挥部
的增援要求后，市蓝天救援队已于当
晚21时10分派出第二梯队共11名队
员驰援灾区，参与受灾群众的转移安
置工作。

市蓝天救援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地部分山体垮塌、道路损毁严重，增大了
救援难度。救援人员需使用绳索攀越
高山峡谷，或通过冲锋舟从水路转移
受灾群众。

据了解，市蓝天救援队6日已派
出第一梯队。他们于7日上午抵达四
川石棉县进行道路维修及受灾群众转
移工作。

重庆市蓝天救援队派出第二梯队驰援灾区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
生 王懿瑶）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
震以来，灾区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9
月7日，智飞生物通过重庆市慈善总
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资助物共计500
万元，助力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希望本次捐赠能够为灾区人民

缓解生活困难、重建美好家园贡献一
份力量，与灾区人民共渡难关。”智飞
生物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秦菲
表示。

据了解，智飞生物积极投身各项
公益事业，近年来累计捐资助物超4
亿元。

心系四川地震灾区 智飞生物捐赠500万元

□本报记者 崔曜

9月7日晚，记者终于联系上了重
庆市地震局前往四川甘孜州灾区的现
场工作队队员马伟。据马伟介绍，6日
至7日两天，马伟和同事们冒着余震
的危险，架设流动监测站，并到达了此
次震中磨西镇。

6日上午8点，马伟一行匆匆吃
完早饭，就往燕子沟和磨西镇方向出
发。“我们大概11点钟到达燕子沟，但
没有找到合适的流动监测架设点。”
马伟说，在燕子沟时他们接到了上级
的指示——立即前往燕子沟地震台，
修复受损的设备。

到了燕子沟地震台，马伟等人看到
这里围墙已经倒塌，没有电，也没有网
络信号。他们和现场的工作人员利用
自带的发电机临时供电，还找到了一辆
应急通信车，解决了网络信号问题。
40分钟后，受损的仪器设备得到修复。

12点左右，马伟等人继续向磨
西镇出发。“这一路余震不断，路两边
的山上不断滚下小石子。”在翻越了
海拔3900米的雅家埂山口后，他们

到达震中磨西镇。
现场的情况比马伟预想的艰难，

当地电力和通信都中断了。“我们的手
机都没信号，几乎处于失联状况，无法
架设流动监测点。”

条件虽然艰难，但让马伟一行感
到温暖的是当地人的热情。磨西镇居
民基本上都住在临时安置点上，看到
现场工作队过来，他们把帐篷里面的
泡面、面包塞到马伟等人手中。“当地
的餐馆差不多都关闭了，感谢他们解
决了大家的午饭问题。”

7日，马伟和同事们“转战”泸定县
烹坝镇，这一次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架
设点。“上午11点我们到达烹坝镇中
心小学，在一个无人使用的房间里架
起了流动监测设备。”马伟告诉记者，
这里电力与通信都没问题，附近也没
什么人，可避免监测设备受到干扰。

从箱子里拿出测振仪，对准正北方
向，再调整水平方向，接上GPS校准
时间……上午11点50分，马伟的架
设工作终于完成，相关数据从泸定县
成功传回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重庆
地震台网。

为架设流动监测站
他们挺进震中磨西镇

他们用身体和绳索搭起他们用身体和绳索搭起““生命通道生命通道””
———四川泸定地震救援直击—四川泸定地震救援直击

□新华社记者

在震中泸定县磨西镇磨子沟村，有部分伤员和
群众被滚滚急流困住。面对险情，参与救援的一线
特警队员毫不犹豫，用身体和绳索搭起“生命通
道”，迅速转移被困群众。

距离磨西镇不远处，巨石挡住了救援挖掘机的
去路。关键时刻，240多名甘孜州公安局特警用手
搬石头，用铁锹刨土，以血肉之躯救出被困群众。

争分夺秒救援，还有科技的强大助力。
“快看！这里还有人！”7日9时许，通过无人机

发回的实时画面，搜救人员在泸定县湾东区域内发
现了2名被困群众。无人机组一边通过喊话器让
被困群众设置醒目标志，保存体力等待，一边将现
场相关信息同步推送给空中救援组。很快，2名被
困群众成功获救。

与此同时，天上多颗遥感卫星持续不断对震区
次生灾害隐患点进行“扫描”，在无人机、遥感卫星
的综合“扫描”下，结合专家研判分析，湾东河堰塞
湖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7日8时，参与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公安特警、消防救援、森林消防、应急安全生产、医
疗救援、交通通信电力等各类救援力量已达10058
人、直升机9架。各类救援队伍分区组织搜救，逐
村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不放弃一丝希望。

康定中桥的爱心献血屋排起了长龙，各界群众
撸着袖子为伤员踊跃献血。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的近200名紧急医学
救援队队员和专家争分夺秒，以最快速度开展转运
和救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收治医院畅通生
命绿色通道，确保每名伤员第一时间得到科学救
治。目前，各医院已收治伤员246人，卫生防疫等

工作也在有效展开。
在抢救生命的同时，受灾群众安置工作也在有

序进行。
7日傍晚，磨西镇磨西中学临时安置点透出了

明亮的灯光，700多名受灾群众在这里得到安置。
磨西镇党委副书记何兴军告诉记者，从6日晚开
始，该安置点已可以满足受灾群众一日三餐的用餐
需求。

对受灾群众的心理干预疏导工作同步展开。
“你闭上眼睛，放松下来，深呼吸。”7日，在石棉

县新民乡海耳村文化广场临时安置点帐篷内，雅安
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医生王冬正对一名7岁小朋
友进行一对一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经过心理疏导，
小朋友明显放松了下来。

在磨西镇磨西广场集中安置点的帐篷内，一群孩
子正在“红马甲”哥哥姐姐们的指导下画画。帐篷外，
用简易纸板做成的牌子“青青乐园”特别显眼，这是甘
孜地震灾区首个建在地震震中的儿童乐园。

“孩子们的声音，在地震灾区就是最动听的声
音！”青年志愿者毛建美说。

截至7日17时30分，地震灾区共设置安置点
124个，集中安置2万余人。其中，甘孜州设置安置
点44个、集中安置1.7万余人，雅安市设置安置点
80个、集中安置0.5万余人。

震后恢复工作开始推进。目前，震后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安全排查、应急评估等工作正在紧
张有序展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力指导协调受灾
地区开展城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安全排查、
应急评估等工作，尽最大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中央组织部近日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向四
川省下拨2000万元，用于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
建工作。财政部紧急下达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
方资金1500万元，用于支持四川泸定地震受损公
路抢通保通。

来自国务院国资委的消息，有关央企已累计投
入抢险人员3000余人、各类抢险装备和车辆1400
余台（辆），65家企业捐款11.68亿元，全力支持抗
震救灾和尽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新华社成都9月7日电）

9月6日，救援人员合力将一名从泸定县得妥镇湾东村疏散出来的受伤村民抬下山。

这是一张感动全网的照片。
9月6日，阿坝森林消防支队汶川大队队员张

自立抱着一名从泸定县得妥镇湾东村疏散出来的
2个月大的婴儿。

张自立是四川阿坝州茂县人，2008年，张自立6岁，
汶川地震发生时，地动山摇，家里的房子塌了，他很
害怕，前来救援的解放军叔叔告诉他，“不要怕，我们
来了。”13年后，他报考成为了一名森林消防员，泸定
地震发生后，他和战友第一时间赶往灾区参与救援。

这次，泸定换他来守护。

9月7日，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石棉县草科乡中心小学吃午饭。
当日，记者前往四川石棉县草科乡，在石棉县草科乡中心小学见到，该校118

名学生在教职员工组织下，有序恢复学习生活。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