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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37岁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
他曾经是学校足球场上的健将，如今却连

出门都必须坐轮椅。
他，就是民营企业家、热心公益的慈善家，

江津区“十佳青年榜样”，首届“感动江津十大
人物”，江津区珞璜镇残疾人彭洪伟。

用他的话来说，即使坐在轮椅上，梦想也
能飞翔。

逆境中的痛苦和奋起

2003年，22岁的彭洪伟从技校车工专业
毕业，进入一家大型企业，几个月下来，他成为
当时进入工厂的第一个合格的数控车床操作
员，他怀着满心欢喜，憧憬着未来美好的人生。

然而，天降灾祸。这年6月的一个下午，彭
洪伟和同事在外采购材料回公司的路上，遭遇
车祸，后经医院全力抢救，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却因高位截瘫被医院鉴定为一级伤残。

“从人生的花季一下子掉进了烂泥潭，我感
觉自己彻底毁了……”彭洪伟躺在病床上，绝望
之至。他断掉与朋友们的一切联系，每天除了看
电视就是睡觉，身体和心理都受尽痛苦与折磨。

母亲为了避免彭洪伟产生自杀的念头，将
家里的杯子、碗筷、刀具都一一收捡了起来。
后来，父亲又怕儿子闷在家里胡思乱想，就把
他带到打工的地方贴身照顾。

看见父母起早贪黑地忙，彭洪伟的心态也
慢慢有了变化，从最初的过一天算一天到慢慢
地开始为父母和自己的将来打算。他知道，自
己瘫痪了，最难过的就是父母，他不能连累父
母，让他们还替自己操心。

于是，彭洪伟慢慢地振作起来，不再浑浑
噩噩地混日子，他开始利用吊在床上的两个铁
环锻炼身体、训练臂力。

2008年临近春节的一天，在病床上躺了5
年的彭洪伟迎来了两个贵客，时任珞璜镇碑亭
社区主任牟永超和他的儿子牟长青。

“互联网是个非常平等的世界，门槛不是
很高，只要肯努力，养活自己完全没问题。”在

牟长青的帮助下，彭洪伟开始从网络推广中最
基础的一些知识和操作学起。

为争取更多的实践机会，2008年3月，彭
洪伟应聘到一个公司做论坛推广。工作内容
就是做指定的论坛发帖和回帖之类的事情。
虽然钱不是很多，但却带给他自信和希望：“互
联网能够赚到钱，能够养活自己。”

在网络公司工作的几年间，他参与过搜索
引擎推广、论坛推广、新闻推广等多方式多渠

道的网络推广，为客户赢得较好的声誉和经济
效益的同时，他的工资也从最初的几百元涨到
了上千元。

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彭洪伟在业界内小
有名气，主动找他做推广工作的企业也越来越
多，工资待遇不断提高。

高位截瘫也要有追求

2009年初，小有成就的彭洪伟成立了网络

推广工作室，还招了3个员工，开始了第一次创
业，每个月的收入有1万元左右。

2010年10月，彭洪伟应杭州一家服装公
司的邀请，带着父母一起前往杭州，组建该公
司电商团队，担任运营总监一职。在杭州的近
两年里，彭洪伟实现了由网络推广到电子商务
的职业转变，由此进入了网络技术的新领域。

不过，由于身体原因，2012年，彭洪伟放弃
在杭州的工作，回到珞璜。

由于有了几年的学习与实践经验积累，
2014年，彭洪伟开始创业做电商，在网上卖重
庆的农特产品。

2018年3月，彭洪伟成立瓢虫蛋糕电商公
司，采用新零售模式，通过线上商城和线下体
验店结合的方式，把蛋糕卖到整个大重庆。

随着瓢虫蛋糕新公司的成立，现在，彭洪
伟组建了一个全新的生产、运营、配送团队，每
天有30个左右的生产订单，毛利大概在5000
元左右。

“身体的残疾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没有
腿也要有追求，只要勤奋肯干，每个人都可以
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彭洪伟说。

永远要懂得感恩

有过那段灰色的经历，彭洪伟深深体会到
了残疾人生活的不易与心里的绝望，庆幸的
是，他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助和关爱，才成
就了今天。

为了回报社会，同时也鼓励更多的残疾人
自食其力，他特意在公司里留了30%的岗位给

残疾人，让他们能通过培训后上岗。重庆日报
记者在采访时，看见会计室岗位上坐着一位清
秀的姑娘，彭洪伟说，她刚来3天，是今年大学
毕业的一位残疾人。

同时，每个季度，公司还会组织残疾人进
行烘焙技能的培训，让他们学习到一技之长，
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

彭洪伟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父母
养育和照顾他的不易，他感恩父母，更明白“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道理。

从2016年开始，彭洪伟已连续3年为珞璜
中心敬老院送去了总价值6万余元的爱心年
货，包括羽绒服、绒毯、棉帽等物资。每年冬
天，70多名老人收到厚实暖和的衣物，都连声
说小彭心好、想得周到。

“现在我们刚刚成立了瓢虫蛋糕店，也正
在筹划每个月为敬老院的老人过一次集体生
日，一起吃生日蛋糕，让他们快快乐乐地度过
晚年。”彭洪伟说。

江津区嘉平小学的几个留守儿童，在作文
中写下了自己的心愿：有的想要一双运动鞋，
有的想要一个新书包，有的想要一个英语学习
机……彭洪伟知道后，主动联系学校老师，自
己掏钱满足了孩子们的愿望。

“社会的关爱给了我希望，让我获得新
生。我也会用自己所拥有的反馈给整个社
会。”彭洪伟希望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
公益事业尽绵薄之力。

他对重庆日报记者说：他看到街道和社区
的党员能够为群众做好事，受到群众爱戴和赞
扬，他非常羡慕，他也写了入党申请书，期望早
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他是高位截瘫的残疾人，热心公益的民营企业家——

轮椅上的彭洪伟 有梦一样能飞翔
本报记者 蔡正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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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区水务局张成洪、柴志强审核
招标文件不仔细、不严谨、不认真，延误了项目的开标进程，予
以诫勉谈话；区水务局党组因履责不力被问责……”近日，铜梁
区纪委公开通报了3起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在干部群
众中引起震动。

今年以来，铜梁区聚焦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老问题和新动
向，在全区范围内展开了治理“软、懒、散、瘫”，提升干部执行力
的“四治”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围绕发展、民生、安全稳定、环保、
改革和党建等六张重点任务清单，重点查处不敢担当、不在状态、
不守规矩、政令不畅等突出问题。目前，全区共查处不作为慢作
为典型问题4起、处理10人、问责党组织4个，同时查处一起通报
一起。

为提升干部执行力，铜梁区纪委监委认真开展“兴调研转
作风促落实”行动，深入园区、部门、镇街，面对面倾听业主、群
众意见，多形式查找党员干部在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中存在的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中梗阻问题27项，并向相关单位交办
整改清单，督促其举一反三。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快查快结，及
时回应社会和群众关切。

前不久，该区民政局一干部因办事拖拉影响了工作，铜梁
区纪委对当事人进行诫勉谈话，该单位党组也因履责不力作出
书面检讨，处理结果在全区通报。事后，受到诫勉谈话的干部
深刻反省表示，过去自己缺乏时间和效率观念，认为慢作为算
不了啥，经过组织及时提醒后，深刻认识到这样既影响工作，也
损害了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今后将认真汲取教训，用实际
行动弥补过错。

铜梁治理“软懒散瘫”，提升干部执行力

查处10名干部 问责4个党组织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
日报记者 5 月 14 日从市城管委了解
到，《重庆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规
定》正在市城管委网站上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相关责任人在“门前
三包”责任区范围内，对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和维护实行包净化、包美化和包
序化制度。主城各区人民政府（管委
会）及市级相关部门应将履行“门前
三包”责任制工作情况纳入相关目标
考核。

“门前三包”指商铺、公共建筑责任
人对门前卫生、绿化、秩序进行自觉维
护。与老版规定相比，正在征求意见的
新规对“门前三包”的责任划分更细致、

主体更明确、管理更直接。
“门前三包”责任人包括以下情况：

一是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医院及企
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由本单位负
责。二是商店、超市、集贸市场、展览展
销场馆、证券市场、宾馆、饭店等，由开
办单位或经营管理单位负责。三是建
设工程施工现场由建设单位负责；征
收、拆迁工地由施工单位负责；尚未开
工的建设工程用地（或收储土地）由土
地使用权属或土地储备部门负责。四
是机场、车站、码头、公交车始末站点、
地铁站点、停车场等公共场所，风景名
胜区、旅游景区景点、文化、体育、娱乐、
游览等公共活动场地，由管理单位或经

营单位负责。五是聘请物业服务企业
的居住区、写字楼，由业主委托的物业
服务企业负责；未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
居住区，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
责。

征求意见稿对责任人的包净化、包
美化和包序化职责作出明确规定——

包净化方面，要求“门前三包”责任
区范围内无污物、油渍、废弃物和积水；
建筑物临街的门窗、橱窗、门面招牌和
灯饰保持整洁；建筑物临街的屋檐、窗
檐、顶棚、阳台无灰垢和积存垃圾；遇冰
雪天气，及时清除门前冰雪。

包美化方面，要求责任区范围内无
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无乱

设广告；树木和公共设施上无晾晒；树
木、花草无缺株，花坛无破损；门面招牌
无残缺，灯光显示完整；在外墙体上设
置的空调外机、防盗网（窗）等附属设施
应当符合相关规定。

包序化方面，要求责任区范围内
无乱设摊、乱搭建、乱堆放，无环境噪
声污染，无出店经营；无乱停放，非机
动车应当在停车线内停放并朝向一
致；不得侵占、损坏或者擅自拆除、迁
移、封闭环境卫生设施；不得擅自挖
掘、占用人行道；不得擅自设置路障等
妨碍通行的设施；不得放置占道灯箱、
指示牌；不得在门前从事洗车、生产加
工等经营活动。

“门前三包”出新规 请你提意见
责任人在责任区内包净化、包美化、包序化

独木难支，独角戏难唱。
沙坪坝区把发动群众作为重要的

内容，实现“大城众管”，从而形成提升
全区城市品质的合力，实现事半功倍的
效果。

石井坡街道
讲出“微心愿” 解决身边事

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居民王朝东
怎么也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解决了“老大
难”问题，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团结坝366幢-368幢后坡是一块
约1亩地、坡度在45度左右的荒坡。由
于没有通路，很久才能做一次清洁，因
此荒草中堆积了大量的废纸、烟头、玻
璃瓶，成了当地的“露天垃圾场”。

“夏天从这里路过，走慢了都要被
蚊子咬上两口。”王朝东说。在提升城
市品质活动中，他试着通过手机上的

“石井坡e志愿”的“微心愿”进行反映。
半个小时后，这个“微心愿”就通过审批
进入项目库，成为“微服务”。

看到这项任务后，石井坡街道和协
力物业公司认领了这项“微服务”，使之
成为“微行动”。由协力公司出动四五
名工人连续工作了两天，将荒坡清理干
净；由街道资助了几万元，栽上了桂花、
金叶女贞、麦冬等植物。

“才几天时间，垃圾场就变成了后
花园，哪个不高兴嘛！”王朝东乐呵呵

地说。
石井坡街道办事处主任邓朝霞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如果请外面的公司来
做，可能得花上十几万元。“通过手机‘石
井坡e志愿’，我们把群众、街道、社区、有
资源的辖区单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发
动大家关心身边事、解决身边事，这样城
市品质提升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联芳街道
“街长助理”让城市整洁

“现在有河长、湖长，我们这里有
‘街长’和‘街长助理’。”说起平顶山社
区香榭街能365天保持洁净，联芳街道
居民、“邻距离”红岩志愿者服务队队员
王义容归功于社区新举措。

平顶山社区香榭街地处沙坪坝、渝
中、九龙坡交界处，又是城乡接合部，以
前要保持街道整洁是一件难事。

2014年，社区开始打造“邻距离”红
岩志愿服务品牌，动员来自各个地方的
居民加入志愿者队伍，为社区作贡献。
通过志愿者活动，从市内外各地搬进的
新邻居成了熟人，对社区也更加热爱，

希望社区能像家一样干净、整洁。
于是，社区设立了“街长制”、由社

区工作人员任“街长”，志愿者们轮流担
任“街长助理”。任“街长助理”期间，志
愿者要像“街长”一样值班，巡查香榭街
及周边背街小巷的卫生情况，为路人指
路，以及纠正居民横穿马路、随手扔垃
圾等不良行为。

“一般每天两个人，要差不多两个
月才能轮到一次当‘街长助理’的机
会。”王义容说，随着志愿队伍的扩大，
大家都更珍惜当“街长助理”的机会。

“有了‘街长助理’，社区在人手有
限的情况下多了耳目喉舌，多了流动工
作站。我们可以更从容地推进城市环
境整治的各项活动。”联芳街道宣传委
员何庆兰说。

歌乐山镇
保持环境卫生成自觉行动

苟裕金每天都习惯性地拿扫把扫
两下，哪怕院坝里只是掉了两片黄叶。

“现在有强迫症了，每天至少要扫
五六次地。”苟裕金说。作为歌乐山镇

歌乐村苟二农家乐老板，苟裕金把环境
卫生看得很重要。

以前，苟裕金在工厂里上班，下班
倒头就睡，很可能一个月也扫不了一次
地。但自从镇里发展休闲农业，他也开
起了农家乐。

一开始，他的生意并不是很好。经
过观察，苟裕金发现农家乐的生意不一
定与装修的豪华程度成正比，但一定与
环境的整洁程度成正比。于是，打扫清
洁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现在，除了自
家院坝，他的清扫范围还扩大到周边。

歌乐山镇有关负责人表示，镇里发展
起休闲农业后，镇域范围内的绿水青山，
都成了居民们借地生财的“金山银山”，当
地居民的意识也发生巨大转变：以前做
卫生是一种任务，现在成了一种自觉。

大城众管 助沙坪坝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记者 罗芸

本报讯 （记者 杨骏）5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租
房管理局了解到，重庆主城区新推巴南区龙洲南苑、大渡口区幸
福华庭和北碚区缙云新居、碚都佳园4个公租房项目。这些项目
将从今日起接受市民申请。

据了解，本次新增的4个公租房小区户型有单间配套、一
室一厅、两室一厅和三室一厅，建筑面积30-80平方米之间。
龙洲南苑公租房项目位于巴南区龙洲湾解放村，紧邻重庆职业
技术教育城，租金标准为9.5元/月·平方米。幸福华庭位于大
渡口区跳蹬镇，紧邻建桥工业园区，租金9元/月·平方米。缙云
新居位于北碚区歇马镇，租金8.5元/月·平方米。碚都佳园位
于北碚区蔡家岗镇，紧邻蔡同工业园区，租金9元/月·平方米。

有申请需求的市民，可前往主城区任一申请点咨询和提交
申请。各项目房源摇号配租时间根据项目和配套设施建设进
度确定，具体时间确定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同时，市公租房管理局提醒申请人，一定要通过公租房
申请点提交申请，不要相信任何中介或个人“代办申请包配
租”的承诺，以免上当受骗。主城区申请点地址可登录重庆
市公共租赁房信息网（www.cqgzfglj.gov.cn）或拨打公开电
话60841520查询。

主城4个公租房小区 今起接受申请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新时代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