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付
琳眉）5月3日，重庆市首次评选出十名基层
水利实干家。他们的事迹一经网络公示，就
获得150余万名网友点赞。网友这样评价
他们：“你们默默无闻干了一辈子，是时候述
说你们的英雄事迹了！”

市水利局巡视员杨盛华介绍，水利工作
者常年工作在基层一线，行走在崇山峻岭之
间，与山水为邻、与孤独为伴，他们在平凡中
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但大多却不为人知。
去年9月，市水利局与华龙网集团联合启动
了“寻找重庆基层水利实干家”大型主题活
动，经过初评、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环节，
最终从61名推荐者中评选出巫溪县湾滩水

文站站长陈进初等10名基层水利实干家。
在网上公示环节，约150余万名网友为他

们点赞并发表评论。不少网友表示，过去并不
了解水利工作者的工作性质，通过此次评选才
知道他们是江河的“守护者”，多年来默默地在
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他们的事迹令人感动。

市水利局宣传与科技处处长李华介绍，
此次获得基层水利实干家称号的10个人，

只是众多水利工作者的代表，他们用实际行
动守护着青山绿水和我们的正常生活。

李华介绍，为了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水
利事业，激励和引导社会实干精神，接下来
市水利系统将分片区召开基层水利实干家
先进事迹报告会，让基层水利实干家走进机
关、走进高校、走上讲台，与公众进行交流，
激励更多的人实干担当。

重庆首次评出十名基层水利实干家

江河“守护者”引百万网友点赞
首批“重庆基层水利实干家”名单

巫溪县湾滩水文站 陈进初

綦江区石角水文站 谭 波

重庆首个民间河长 何 波

水投集团金家坝电站 邹月珍

梁平区村镇供水站 刘连楷

垫江县自来水公司管道维修组 唐必胜

重庆市水利局退休干部 程顺钦

石柱县水务局水保站 龙海燕

城口县水文站 李庆波

水投集团藻渡河水库项目部 袁刚伟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记者从合川区获

悉，该区已有40个试点村开展党建引领农机社会化服
务，服务面积已达4.5余亩，帮助群众增收200余万
元，村集体增收近80万元。

合川作为传统农业大区，现有耕地175.3万亩，农
业人口超过百万。去年以来，合川开始探索发挥基层
组织的示范作用，引领农机社会化服务，取得了初步
成效。

合川采取镇街统筹、村党组织牵头、村民自愿、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探索一村一建、跨村联建、
多村共建等方式，组建农机社会化服务社。基层党组
织通过院坝会、入户走访等方式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
用，吸纳农机大户、产业大户、涉农企业、村党员干部
和有意愿的群众，以资金、农机具、场地设施、技术等
多种方式参股合作社。其中村集体占股原则上不低
于30%，确保合作社信誉有保证、各方有收益、发展可
持续。

云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袁顺禄介绍，云门街
道凤林村党支部与天龙村党支部组建的凤天惠民农
机专业合作社，今年已与农户签订2018年水稻全程
机械化社会化作业服务协议400余亩，预计合作社将
实现收入50余万元、利润10余万元。

凤林村9社村民罗明国说，合作社开展全程社会化
服务后，自己只需要购买种子、农药和支付250元工
钱，就能坐等水稻收成，既节约了开支，又增加了收入。

合川探索
党建引领农机社会化服务
40个试点村助民增收200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杨骏）近日，渝运集团与总部位
于南京的福中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将在重庆打造“一
卡通”，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据了解，渝运集团旗下企业一直在从事城市一卡
通、智慧公交系统解决方案等产品服务，并在重庆本
市及外省市运营城市公交一卡通及智慧公交系统。

福中集团总部，则是全国首个城市一卡通规范及
标准制定者。该集团已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发展“一卡通”
项目，累计发卡近4000万张，应用领域50多个，刷卡商
户5000多家。

重庆交运城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骏认为，目
前重庆的“一卡通”存在应用相对分散、运营不足等问
题，因此迫切需要实现“一卡通”的叠加应用。

目前，渝运集团与福中集团已签署相关合作协
议，“一卡通”项目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渝运集团与南京福中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让城市生活真正“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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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个月，“85后”女孩张雪当“村官”
就将满9年。

这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重庆妹子，大学
毕业后从校门跨进农门，成了一名大学生“村
官”。凭着“活泼”和能“作”，一步步成长为重
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党总支书记，张
罗着全村7000多口人的大小事。

一个年轻人，怎会对农村有着谜一般的
执念？张雪解释说，因为这里给人一种纯纯
的幸福感。

家人支持的幸福

2009年7月，张雪大学毕业。她果断放
弃了已经到手的银行工作机会，一头扎进农
村，考上了荣昌区仁义镇鹿子村村主任助理。

刚到农村的张雪也有着十万个不适应：
吃不惯农家菜，走田坎常摔跤。村里开会，经
常是几个人转着喝一个大茶缸，张雪宁可渴
一天也不敢喝一口水。

“所有人都不看好我。父母反对、村民嫌
我累赘。”迷茫过一段时间，张雪决定，不能就
这样堕落下去！

她从最基本的农活开始学，熟悉村务情
况、学习农村工作方法，同老乡打成一片，逐
渐在农村有了点名气。

父母的态度，也在悄然转变。有一次，张
雪发现鹿子村有大面积闲置山林，很适合发
展林下循环经济，比如养鸡。说给村民们听，
不如做给他们看，但张雪的所有积蓄不到1
万元。她想到了向父母求助。

带着原本被父母攒作嫁妆的10万元启
动资金，张雪在村里建成了第一个规模养殖
场，还带动十几户村民建起了养殖大棚。

2013年8月，张雪被调往荣昌区安富街
道通安村任党总支书记，但她还会经常带父
母去鹿子村走走，请他们看变化，听故事。

干成事的幸福

张雪的第二个幸福瞬间，跟一条名叫幸

福大道的村道有关。
鹿子村仅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村道与外界

相连，交通极为不便。
一定要把路修成！为了这份信念，张雪

软磨硬泡，打了很多主意。2010年，镇领导
终于同意将仅有的两个修路指标分给鹿子村
一个，前提是必须在10天内集齐10万元，还
要获得所有因修路被占地村民的签字认可。

张雪决定，先给村里德高望重的党员开
小会，再发动他们带头召开院坝会，向村民宣
讲集资修路的好处。村里当时规定，18岁以
下和60岁以上的村民不用参与筹资筹劳。

然而在一次宣讲间隙，发生了令张雪终
生难忘的一幕。

那一天，身患尿毒症的八旬老党员彭德
清在老伴的搀扶下也来到了现场。

“我是党员，让我来带头！”彭德清说完，
掏出五张百元大钞，折叠整齐后郑重放进了
集资箱。

这件事，成了整个集资行动的催化剂，大
家纷纷出钱出力。10天后，共筹到12.6万元
资金，修路指标也顺利落户鹿子村。

6个月后，一条3.6公里长的沥青路铺通
了，大家商议后一致决定将这条路命名为“幸
福公路”。

这年底，鹿子村举行换届选举，年仅24
岁的张雪以全县第一的得票率当选村党支部
副书记、村委会主任。

被信任的幸福

在鹿子村工作的第四年，张雪换岗来到
安富街道通安村，担任党总支书记。

和大多数西部农村一样，通安村也是一
个空心村。村里老幼人口居多，张雪是个年
轻人，又有文化，村民们家里碰上点难题，都
会找张雪帮忙支支招，她逐渐成了大家最信
得过的人。

村民胡应玉的孙子要考大学，但在填志
愿时犯了愁，一家人想到了张雪。

“书记，我们是农民，啥也不懂，你只管大胆
建议，你就是我们最信赖的人！”胡应玉说。

“那一刻，我愣住了。”张雪说，因为她意
识到，自己的一句话有时可能改变人的一
生。被如此多的人信赖，是一种无比幸福的
体验。 （据新华社重庆5月3日电）

“村官”张雪的三种幸福
新华社记者 周闻韬 周文冲

抓住“牛鼻子”阻断代际贫困
精准施策
搭起希望之桥

2017年新春伊始，奉节县各乡镇、村社及
学校就收到一份来自县教委的名单，名单上详
细记录着全县18046名6-16周岁义务教育贫
困学生的详细信息。

这份名单背后，是奉节县教育扶贫的责
任与担当。

早在2017年初，本着精准施策的原则，奉
节县就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人工结合的方式，
精准筛查贫困学生详细信息，由帮扶责任人深
入家庭，对结对贫困户就读及资助情况进行精
准核实，进一步明确全县教育脱贫任务清单。

在此基础之上，奉节县教育系统以脱贫
攻坚办公室为中心，全面开展教育扶贫工作。

2017年6月，家住汾河镇东溪村的何渝
徽接到了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的录取通知
书，可一家人看着同时摆在面前的通知书和缴
费单，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在为学费犯愁之
际，何渝徽想起学校门口张贴的教育惠民政策
宣传“顺口溜”，心里一下子燃起了希望。

时间一到，何渝徽就带着入学通知书和
收费清单来到奉节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好
了 8000 元助学贷款和针对建卡贫困户的
6300元补充贷款，大学梦终于变为了现实。

在奉节，像何渝徽一样实现大学梦的人
还有很多。仅2017年，由奉节县教委牵头，统
筹县民政局、残联、工会等部门实施的精准化
资助，实现全年资助9566.26万元，惠及学生
91920人次。其中，贫困大学新生一次性资助
1305元，惠及2610人次；大学生生源地信用
贷款7602万元，惠及9863人次。

“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这句话在奉
节既是承诺，也是现实。

细心关怀
一个都不落下

让每个孩子都接受义务教育，事关千家
万户，更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奉节县通过
送教上门、辍学回收、家访上门等形式，让教育
关怀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家庭。

入春，长安土家族乡石罐村清凉怡人。
村子偏远，却不是被遗忘的角落。

3月20日，长安土家族乡石罐小学教师
王易照常背着教具，步行50分钟来到文孟君
家送教。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对，好样的！”
随着王易老师的手指，文孟君一字一顿

念完了上周刚刚学习的诗句，爽朗的笑声在小
小的庭院里响起。

原来，智力残疾的文孟君无法到学校正
常上学，王易在学校的统筹安排下，成为文孟
君的送教老师。一年多以来，在王易老师的努
力下，文孟君从性格暴躁、喜怒无常渐渐变得
乖巧懂事起来。

在奉节，文孟君并不是个例。据统计，全
县义务教育阶段重度残疾、无法自理的辍学贫
困户子女有112人，这些孩子无一例外全部接
受定期送教上门服务。仅2017年，全县累计
送教上门次数就达到1200余次，让每个孩子
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017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
通知》，“控辍保学”自此有了行动纲领。奉节
县根据大对比、大走访筛查出的贫困辍学适龄
儿童数据，将回收任务明确到乡镇、部门、学
校、村社，通过齐抓共管，实现全县220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辍学少年儿童、168名档外因贫辍
学少年儿童全部回收入学。

除此之外，奉节县还动员8000余名专任
教师深入13万余户学生家庭开展家访全覆盖

工作，将惠民政策送达每一个家庭，在全县营
造起重学重教的好氛围。

夯实根基
压实责任试验田

“你好，请问你家孩子这学期的资助款到
了吗？老师来家访了吗？”

……
4月24日，奉节县教委脱贫攻坚办的电

话打到金子小学学生家长谭长云那里，谁知对
方一头雾水，说着“没有没有”就挂了电话。

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君成立即把情况反映
到“全县教育管理”微信群里，由区域负责人、
相关学校负责人进行了核实。

不一会儿，王君成就接到学生家长打回
来的电话：“不好意思，王老师，刚刚接电话的
是我家邻居，到了到了，资助款和老师都到了，
谢谢你们！”

在奉节县教委脱贫攻坚办公室里，这样
的电话每天至少都是15个以上。在县教委专
人专班督办机制下，专任工作人员每天都需要
通过电话抽查和实地走访，对各学校送教上
门、资助落实、帮扶走访、控辍保学、家访开展
等工作展开全面督查。一旦发现问题，则需要
通报到群，跟踪整改并进行回访。仅2017年，
脱贫攻坚办公室共进行电话调查700余人次，
实地走访400余人次，下发督查通报50余期，

实现督查对象全覆盖。
另外，在脱贫攻坚办公室统筹协调下，奉

节县教委集中收集整理2017年教育系统扶贫
专项档案247卷，各学校也同步整理扶贫专项
档案188卷，实现教育扶贫工作“校校有档
案”、“项项有档案”、“月月有档案”。

从精细到“一家一案，一生一案”扶贫方
案的治本之策，到一天一抽查、一天一汇总、一
天一通报的巩固机制，奉节将教育扶贫工作的
责任压实固稳。

扶智扶志
消除贫困根源

一个贫困家庭如何通过教育快速脱贫并
让扶贫效果持续？奉节县的答案是：治贫先治
愚，扶贫先扶智。

去年8月中旬，21岁的王军在重庆西永
电子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数车操作工岗位，
包吃住，月工资4500元。

“爸妈终于松了一口气。”王军出生在奉
节县朱衣镇一个贫困家庭，自己因几分之差与
重点高中失之交臂，是奉节职教中心伸出了橄
榄枝。

培养一个，致富一家，影响几代人。奉节
县对辍学青少年及初中毕业未就读高中的建
卡贫困户子女开展职业技能专题培训，1200
余名贫困家庭子女因为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最
终带动了家庭整体脱贫。

教学质量是教育扶贫的“生命线”。为了
让贫困家庭学生享受高质量教育，努力拔穷
根、增民智，奉节县始终把提升教育质量作为
关键要素，保障“好上学”“上好学”。

2017年，奉节县全面开展以提升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质量行动，在实施素
质教育基础上重点推进研学旅行、感恩教育、
励志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体
格、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品格”。

“抓好智力扶贫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最
有效的办法。”奉节县教委相关负责人称，奉节
在做好智力扶贫的同时也严抓“志气扶贫”，通
过“夔州教育”微信公众号、“不以贫困为荣”现
场主题宣讲活动等形式，加强脱贫致富典型案
例宣传，引导家长依靠勤劳双手脱贫致富。

随着脱贫攻坚冲锋号的吹响，奉节县教
育扶贫也走上新的征程。让每一个孩子好上
学、上好学，正在奉节变为现实。

2018年是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也是决战全面小
康、实施“十三五”规划
的关键一年。“让贫困人
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
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
这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
诺；“发展教育脱贫一
批”，这是党交给教育的
重大任务；“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这是赋予教育
的历史使命。

在奉节县委、县政
府看来，教育是最大的
民生，抓教育就是抓发
展 ，谋 教 育 就 是 谋 未
来。奉节县将教育扶贫
作为区域脱贫攻坚的治
本之策和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牛鼻子”，不断
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在
扶贫实践过程中，始终
注重“精、细、实、扶”，强
调扶贫实际效果，以“钉
钉子”精神扎扎实实抓
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任
务，走好教育扶贫“关键
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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