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差5票就是第一了，众亲再动
动手！”“同志们，努力保持，就要抢到手
了！”

一堂名叫《金钱与幸福》的免费优
质党课，吸引了江津区20个党组织的
1700余名党员频频刷屏，参与争夺。
经过为期3天的投票，江津区税务局
笑到了最后，抢到了这堂党课。

党课，在一些基层党员看来有点儿
枯燥的“规定任务”，何以在江津区广大
党员干部的朋友圈中，成为了争相抢夺
的香饽饽？

抢党课的兴起，源于2017年1月1
日一个名叫“江津党课众筹”的微信公
众号上线运行。

长期以来，不少基层党组织党课存
在“一人念、大家听”的现象。“在移动互
联网不断普及的时代，智能手机为创新
开展‘党课众筹’提供了平台。”江津区
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吴明凯
介绍，区委组织部决定以广大党员干
部喜爱的微信为载体，尝试新的党课
模式——党课众筹。

党课众筹“筹”什么？筹智慧，筹关
注。

公众号设有“我的原创”“我来推
荐”“我有感悟”三大板块，其中，“我的
原创”主要发布党员原创的文字、图片
及音视频党课素材；“我来推荐”主要推

荐他人创作的党课作品；“我有感悟”方
便党员观看后留言互动抒发感悟。

为了让“筹”出来的党课更优质，江
津区委组织部还聘请了重庆市委党校、
区委讲师团以及区委党校的“名嘴”共
20多人，担任党课众筹的客座讲师。
他们从当前时政热点着眼，结合江津区
党员干部普遍关注的问题，对公众号平
台上收集到的党课素材进行梳理，形成
党课PPT及提纲，然后发布到公众号
上。全区各个党组织通过投票来争抢，
得票最多的单位，就能赢得免费的优质
党课。

党课众筹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2017年11月，一场由江津区委讲师团

“名嘴”陈宗明主讲，以《认清周边局势，
实现民族复兴》为题的党课，获得4.5万
票的关注和争抢。数据显示，公众号上
线以来，每月抢党课2至4场，累计抢了
46场，累计阅读量突破45万人次。

江津党课众筹微信公众号的影响
力也一路飙升，一直保持在“全国党建
微信影响力百强榜”内，最高攀升至第
17名。

除了抢党课，江津党课众筹微信公
众号让党课从各个党组织相对封闭的

“自留地”，成为数万党员共同参与、共
同分享的网上“大课堂”。

在党课素材的筹集过程中，江津区
各级党务工作者、基层党支部书记会把
党课的PPT、视频、图片等学习资料共
享公众号平台，广大党员随时随地可以
自学，有效解决了流动党员上党课难的
问题。

“随时可以打开手机上党课，而且
大都是讲的家乡的新人新事，这种感觉
特别温暖，特别亲切！”长期在外打工的
鼎山街道双万村党员林路很感慨。

点开公众号上的党课素材，不难发
现，大部分是发生在江津区的人和事，

本土化特色鲜明，内容鲜活亲切。除了
传统的图文视频，有些党课素材还采用
了相声、快板、小品、访谈等表现手法，
让广大党员喜闻乐见，学习起来更加兴
趣盎然。

为了增强互动性，除了“筹”和
“抢”，党课众筹还可以“评”和“晒”。

“评”党课，即每月初对上月“我的原
创”党课进行在线投票评选，投票结果作
为“月度优秀党课”选拔的重要参考。

“评”还可以是互动交流。党员对
自己感兴趣的党课，用“点赞、留言、私
信、转发”等互动方式，与亲友同事分享
聆听感悟。

“晒”成绩，即在平台发布信息，反
映各个党组织发布到公众号上的党课
素材数量，以及参与抢党课的情况，在
基层党组织中掀起了你追我赶、创先争
优的热潮。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文图/袁孝椿）

基层党课也能“众筹”“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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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

京东智能配送示范园13日在中国
智谷（重庆）科技园揭幕，京东云联合京
东物流，在江南新城区域启动重庆首个
无人机、无人车常态化运营示范区建
设，力争年内让江南新城成为全国首个
同时具备京东无人机+无人车智慧配
送条件的示范城市。

京东有关负责人介绍，京东无人机
可以抓取约10公斤左右的货物，电池
续航时间约50分钟，可以飞10多公
里。而京东无人车可以实现自动驾驶、
规划路线，还能识别、躲避障碍物、辨别
红绿灯等，它主要服务于最后一公里的
快递配送服务。

“未来我们的配送方案是无人机
将包裹运送到配送站，配送站里面有
分拣机器人，机器人将包裹分拣到无
人车里，再由无人车将包裹送至收件
人处。最后，收件人凭系统发送的信
息到无人车上面来取快递。”该负责
人介绍，目前，京东无人机和无人车
已经在全国约30个城市进行了常态
化运营。在重庆，他们将在江南新城
进行无人机和无人车常态化运营建
设，力争在年内让江南新城的市民享
受到由无人机、无人车物流带来的配
送体验。

（南岸区融媒体中心 杜开舟）

南岸：京东智能配送示范园落地

“但会计，我女儿违规享受了‘营
养改善计划’贫困学生生活补助。我
想……把这笔钱退回来……”前不久，
万州区某街道综治专干邓某某主动申
请退款。

这是万州区构建“五个一”（一个公
示栏、一块电子显示屏、一条 114 阳光
政务热线、一个万州区政府门户网和一
个“清正万州”微信公众号）监督平台以
来，有效推进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公
开工作的一个剪影。

去年10月，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
项公开工作在万州区全面推行。推行
过程中，区纪委监委融合当地群众生活
习惯、年龄结构层等不同特征，逐步建
成“五个一”公开查询监督平台。

“乡村留守老人居多，相对年轻一
些的就是村干部。监督方式越‘接地
气’越好。”万州区率先将纳入涉权事项
报告主体的区级部门、镇乡街道及下辖
村（居），按要求制作涉权事项公开公示
栏。与此同时，各单位、村（居）的电子

显示屏，每天定时对涉权事项公开的相
关政策、涉权公示、宣传标语进行宣传。

针对有些老年人不会上网的情况，
利用114阳光政务热线形成多年、在群
众中间知晓率较高的优势，万州区开通
了一条涉权事项公开查询热线。又结
合年轻人的习惯，在区纪委监委“清正
万州”微信公众号和万州区政府门户网
开通监督窗口，“量身定制”监督平台。
无论是微信还是网站，只要进入了涉权
事项公开查询平台，都可以快速检索出
涉权事项相应数据。

现在，“五个一”平台实现了各类人
群监督全覆盖。114涉权事项公开查
询热线开通以来，群众通过热线查询党
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达 12000 余人

次；4万余人次通过区政府门户网查询
涉权事项。

“老张，这个夏某某你见过没？”
“公示栏上说她是我们社区的社保

协管员，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今年元旦期间，某镇政府在公示栏

张贴的本镇涉权事项公示名单里，两位
村民几乎同时注意到社保所所长袁某
的儿媳夏某某榜上有名。此人每月领
取某社区公益性岗位补贴825元。

“夏某某没有到社区上过一天班，
怎么还能每月按时领工资，这不是吃空
饷吗？”两位村民通过公示栏上的信访
举报电话向镇纪委反映这一情况。后
经查实，夏某某从未到社区上班，却连
续在该社区领取了18个月公益性岗位

补贴。
事情查明后，夏某某吃空饷的钱被

全部追回，相关人员也及时受到处理。
“没想到纪委的同志这么快就把问题核
查清楚了！”反映问题的村民对“五个
一”监督平台称赞不已。

“五个一”平台实现监督全覆盖的
同时，也对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形成强
力震慑。一年来，2366名党员干部主
动向组织说明情况，615名党员干部及
亲属主动退回惠民资金32万余元。

下一步，万州区将继续完善“五个
一”公开监督查询平台，对涉权事项公
开中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严查快处，将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万州区融媒体中心 邓晓琴 谭亲青）

推行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公开

“五个一”平台实现监督全覆盖

6月的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层
层梯田间，一个身穿白体恤的高大身影
快速前行，他斜挎着休闲包，胸前挂着
一副望远镜，肩膀、手臂、脸被晒得黝
黑，头发早已被汗水打湿。

一路上遇到的村民都亲切地叫住
他，跟他打招呼：“黄书记，有截（段）堰
沟漏水，全部流到我家田头了，其他田
头又没得水，你跟我来看嘛。”“黄书记，
这个地方田坎垮了，把我家的秧田都填
完了，啷个办哦？”每每被村民叫住，他
就停下来边听边记，记完再走。

这位黄书记，就是致公党中央下派
干部、花田乡何家岩村扶贫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黄鹏飞。

“这个北大研究生走路凶得很”

何家岩村位于花田乡东南部，由原
来的何家岩、过路塘、花田堡3个村合
并而成，辖20个村民小组，幅员16平
方公里，面积广、村民居住分散。

“致酉合作”这些年，在致公党中央
社会服务部任职的黄鹏飞，曾多次随致
公党中央领导来酉阳，也多次到过被誉
为“贡米之乡”的花田乡何家岩村。
2018年10月，黄鹏飞被派到酉阳，并
担任了花田乡何家岩村扶贫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这个北大毕业的研
究生远离妻子和年仅2岁的女儿，开始
了为期1年的驻村工作。

在何家岩村民的眼中，这个黄书记
很特别——不仅因为他来自首都北京，
说着普通话，而且都知道“这个北大研
究生走路凶（厉害）得很”。

“刚来的时候，对村里的情况不了
解，路也不熟，都是由驻村工作队队员
和村干部开车带着我进村入户走访。”
为了尽快熟悉村里的环境，黄鹏飞想了
一个“笨办法”——走路。

每逢周末，黄鹏飞都会到村民家里
走访。何家岩有的地方山高林密，小路
像蜘蛛网一样复杂。刚开始，黄鹏飞经

常迷路，但望远镜可以帮他找到回去的
路。此后，除了带着笔和笔记本外，望
远镜也成了他的出行标配。

南方的山路，让从小生活在北方的
黄鹏飞吃了不少苦头。一次，他要去六
组花田堡，由于刚下雨，山路湿滑，不留
神便掉到了山沟里。好不容易爬起来
后，黄鹏飞发现自己的手被划破，裤子
也被撕破，毛衣上沾满了刺和杂草。他
在山沟里转了半天，最后看到一根引水
管，顺着水管才走出山沟。“这是摔破的
第3条裤子了。”黄鹏飞有点不好意思。

“从村综合服务中心到上寨，走小
路需要30多分钟；从六组到服务中心
有一条小路，比走大路要节省一半的时
间……”不到半年，黄鹏飞成了何家岩

“活地图”。
“黄书记，不要走那么快，小心点。”

村民冉英碰到黄鹏飞，大声喊他：“看到

你一天进村入户走得那么起劲，我们觉
得不好生做，都对不起你。”

大年三十帮重病村民筹款

在一次走访中，他了解到七组村民
冉诗富的老婆张淑娟患有颈椎病，县里
的医生建议她手术治疗。由于对病情
认识不清，又考虑到手术费用，全家为
此犹豫不决。

黄鹏飞将检查的片子发给了北京、
山东、广东等各个地区致公党的医疗专
家进行诊断。专家们建议立即进行手
术。黄鹏飞将专家的建议转告了冉诗
富，并苦口婆心地劝张淑娟到重庆主城
动手术。现在，黄鹏飞每次过路正在康
复的张淑娟家，都会进门探望。

四组村民齐贵西一家长期在北京
务工，很少回家。去年，因其儿子齐柳
洲患脑动脉瘤导致脑血管破裂，在北京

花了几十万元医疗费。在齐贵西回村
办理大病救助和为儿子一家申请低保
时，黄鹏飞主动加了齐贵西的微信，并
通过微信经常过问齐柳洲的病情。

今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
晚上，黄鹏飞在东北突然收到了齐贵西
的求助微信。原来，齐贵西一家为给儿
子看病，在北京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
蓄，无钱再为儿子医治了。

收到消息后，黄鹏飞在微信里陪齐
贵西聊到半夜。“那天夜里，我怎么也睡
不着，想着怎样帮他筹集医药费。”等到
天亮，黄鹏飞在朋友圈发了条求助信，不
到两天，就收到5000多元捐款，转给了
齐贵西应急。如今，齐柳洲的病情已基
本稳定，也落实了大病救助和低保政策。

发展产业智力扶贫两手抓

发展产业是帮助村民脱贫的重要
途径。黄鹏飞向致公党为花田乡的
4300亩稻田申请了能让水稻同步成熟
的海藻生物肥，以提高产量。

扶贫更要扶智。黄鹏飞协调致公
党江苏、河南、山东等地方组织，以及江
苏大象小象等爱心公益组织，为花田乡
中心校援建舞蹈室、捐赠美术用品和图
书，开展长期性的艺术、体育培训，帮助
这里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成长。

如今，黄鹏飞不但跟村民们熟络
了，还学会了许多酉阳方言。他说：“何
家岩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希望帮扶这
里的各方力量能够拧成一股绳，形成更
大合力。在大力发展贡米产业和旅游
业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何家岩的文化软
实力，努力实现何家岩的振兴。”

（酉阳县融媒体中心 文／任桂
容 熊峰 杨然 图／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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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来碗豆花儿。”
客人爽直点单，老板熟练地拿起大

勺，一勺下去，色泽乳白、絮状如花、绵
软嫩滑、入口留香、略带回甜的豆花带
着清清亮亮的窖水，盛进敞口碗中。

酥脆的油炸花生米、酸辣清冽的榨
菜丁、色泽鲜亮的辣椒油、独具香气的
折耳根……

二三十种食材组成的蘸料，是佐料
碟里的标配。

数百年来，对于垫江人来说，一碗
豆花、一碟佐料、一碗白米饭，标志着美
好一天的开始。

相传康熙年间，湖广省麻城孝感乡
的大户周致诚响应朝廷招民填川的号
召，带领全家十多人来到垫江境内小沙
河畔插占为业。因家庭人多又勤劳，几
年下来，就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了当地
的首富。

周致诚喜食豆腐，他发现用垫江当
地盛产的鹰嘴黄豆制作出的豆腐尤为
好吃。一天，周致诚从地里回家，饥肠
辘辘，家人正在点制豆腐，看着锅里豆
腐乳白鲜嫩、絮状如花，边等不及豆腐
制成，舀了一碗蘸上盐吃了起来。

这鲜豆腐清香可口，吃得周致诚大
喜过望，周家人也纷纷被它雪白似花、
绵软嫩滑的口感所征服，为它起名为

“豆花”，并逐渐传遍了乡亲四邻。
到了清朝中后期，豆花已经传遍了

整个垫江县。垫江的老百姓几乎家家
有石磨，户户有石缸，石磨推豆花，石缸
装口粮。做豆花，吃豆花成为了当地人
招待客人的佳肴，周家豆花的名头也逐
渐演变为垫江石磨豆花。

垫江人做豆花坚持沿用石磨研磨，
选用垫江黄豆做主料，以石磨、滤具和相
关厨具为工具，以盐卤为胶凝剂，把经过
筛选和浸泡的黄豆磨浆、过滤、煮沸、点
制而不经压榨，直接配以佐料食用。尽
管费力耗时，但垫江人乐此不疲。

在垫江，人们喜欢说一句俗语：做
人像豆花，做事学豆腐，寓意“做人要像
豆花一样清清白白，做事要像豆腐一样
凝聚不散”。这种“豆花理论”也就成了
一代又一代垫江人的行为准则。

如今，垫江石磨豆花以其嫩、香、可
口的独特风味享誉巴渝，以石磨豆花为
特色的垫江美食已自成体系，全县有专
门经营“垫江石磨豆花”的单位360余
家，石磨豆花中餐店900余家，重庆主
城已有上千家店铺经营垫江石磨豆花。

为继承和发扬这一特色美食文化，
2016年以来，垫江启动“中国石磨豆花
美食之乡”创建工作，大力对垫江石磨
豆花文化、传统、特色进行挖掘，着力将
垫江石磨豆花打造成一张闪亮的城市
名片、美食名片和旅游名片。2017年，
中国烹饪协会正式授予垫江县“中国石
磨豆花美食之乡”称号。2018年，垫江
石磨豆花以其传统的制作工艺被列入
垫江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目录。（垫江县融媒体中心 周华容）

垫江：石磨豆花香飘万家

通过“筹素材”“抢党
课”“评党课”“晒成绩”，
江津区一改灌输式讲授、
被动式接受的基层党课
学习方式，在全区基层党
组织中掀起了你追我赶、
创先争优的党课学习热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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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

6月14日，无人机拍摄的横跨在黔
江区阿蓬江镇高碛社区阿蓬江上的犁
湾人行吊桥。

近年来，黔江区把解决阿蓬江两岸
村民过河作为民生实事和脱贫攻坚来
抓，投资2000多万元，在阿蓬江上建起
了4座双塔单跨悬索人行吊桥，解决了

两岸 2 万多村民的过河困难。吊桥还
安装了智能控制感应照明灯，让村民在
夜间走桥安全。村民亲切称吊桥是“爱
民桥”“亲民桥”。有了吊桥后，阿蓬江
两岸建起了牡丹园、玫瑰园、垂钓基地
等扶贫产业，助推了农民增收和乡村旅
游的发展。 特约摄影 杨敏

黔江：阿蓬江上建起“爱民桥”

这段时间，宝顶山上的一株古树，
牵动着大足区林业局上上下下的心。
6月4日晚，宝顶山石刻景区遭遇了暴
风、暴雨及冰雹侵袭，圣寿寺内一株高
约24米、树围2.12米、树龄约890年的
皂荚树被大风连根掀翻。此外，树龄均
在500年以上的3棵柏树和1棵黄连
树也一起受到了损伤。

“这5棵树均是挂牌保护的一级古
树，具有生态、科研、旅游、观赏和文化
价值，如果不进行及时抢救将会造成一
定的损失。”区林业局工作人员黎攀介
绍说，发现古树受损后，区林业局相关
技术人员很快就对古皂荚树进行了前
期应急处理。

为了尽快将古树“抢救”过来，连日
来，市、区古树名木保护复壮专家和相
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到现场进行查看，并
联合制订了灾后抢救方案。

“800多年树龄的古树，就像上了
年纪的‘老人’，如果不及时‘抢救’，就
只能看着它死去。”担心古树“出状况”
的黎攀，得知专家组制订了抢救方案
后，一块大石终于落了地。

6月14日，几名工作人员一大早

便赶到古树翻倒的地方，截断的古皂荚
树枯枝朽木，包裹根部土球，为下一步
的移栽工作做准备。

工作人员还根据树形及根部的形
状，定制了专用夹持固定设备，确保在
移动扶正过程中古树的枝干、树皮、根
部不受到二次伤害。为了避免对邻近
的古寺庙造成安全隐患，工作人员还用
专业搬运设备把皂荚树向后移栽至距
原生长点26米处。扶正栽植皂荚树
后，工作人员将搭建支架，修建古树池，
确保古树根部稳固。

“由于树龄高、树干大等原因，相较
于普通树木，古树抢救更复杂。”具体实
施此次抢救工作的现场负责人杨宏兵
介绍说，预计8天内就可完成移栽抢救
工作，但为了保证古树的存活，后续观
察和保护将持续近3年时间。

杨宏兵还告诉记者，庆幸的是，翻
倒的古树树干主体保留较为完好，根部
未受到严重的损伤，初步抢救工作及
时，估计存活率达到95%以上。其余4
颗古树也将有序抢救，存活率达九成以
上。

（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黄小倩）

大足：抢救890岁的老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