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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
有他一口”

田维鹏今年70岁，4岁那年因为
一场高烧失去了听力，只能偶尔简短地
说一两个字。更不幸的是，6岁那年父
亲离世。成年后，因为妹妹出嫁和母亲
刘慧芝的改嫁，他面临着无人照顾的窘
境。

“起初田维鹏曾在他堂哥和妹妹家
住了一段时间，但因为性格不合搬了出
来。”村民田井万回忆说，“后来他自己
单独过了一年多，吃了上顿没下顿，根
本无法照顾好自己。”

改嫁的母亲刘慧芝一直记挂着儿
子田维鹏，但当时家里不许她把儿子带
走。思虑再三后，她找到了邻居田维仲
夫妻俩，请求他们收留田维鹏。

“起初我是不愿意的，毕竟他还有
妹妹有其他亲人，我怕他们有说法。后
来他母亲天天来说这个事情，再加上田

维鹏和我们一起长大，让我怎么忍心拒
绝？”田维仲说，“最终打动我的是他的
那个眼神，我知道住我们家他是愿意
的，经过村里同意后，1985年冬天，我
把他接到了家里，从此他就成了我的家
人。”

“无论以后日子过得穷富，我一定
会把他当亲哥哥一样照顾，让他安度一
生！”把田维鹏接到家里那天，田维仲郑
重地对刘慧芝说，“你放心，从此以后他
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只要我有一口饭
吃，就有他一口。”

34年照顾，只为践行一
句承诺

这句承诺，成了田维鹏、冉光芝夫
妇俩34年来每一天的日常。三个人从
青壮年一天天变成了老人，也成了亲
人，再加上一条懒洋洋的大黄狗，构成
了一幅和谐的生活画卷。

临近中午，田维仲家里的房顶上飘

起了袅袅炊烟。厨房里，冉光芝在烧火
做饭，田维鹏坐在旁边削着土豆皮，一
会儿去看冉光芝做饭，一会儿冲着正在
劈柴的田维仲憨憨地笑，田维仲隔一会
就去给田维鹏端上一杯凉开水喝。

田维鹏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特别满
意，两手不住比划着夸赞。住在田维仲
家34年，田维鹏从来没有跑过一次，而
此前他住在别人家时，经常离家出走。

2017年，田维鹏得了肾结石，刚刚
治好又得了脊髓脊核躺在床上起不
来。村里人都以为他挺不过去了，有人
还劝田维仲给他准备后事，可田维仲
说：“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要把他
送去医院。”

田维仲陪着田维鹏在黔江中心医
院住了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里，田维
仲给他喂饭、擦身子、端屎倒尿，照顾得
无微不至。

回到家后，田维仲负责家里的农
活，照顾田维鹏就成了妻子冉光芝的责
任。冉光芝经常把田维鹏推到外面晒

晒太阳；田维鹏吃不下饭，她把鸡蛋剥
好蹲在床前一点点喂给他……

几个月后，田维鹏逐渐康复了，但
还是离不开药。田维仲的儿媳刘珍秀
在黔江开了一个药房，每周她都会把老
人要吃的药送回来：“大伯健健康康的
就好，如今爸妈都老了，心有余而力不
足，我们当小辈的，有义务帮他们一起
照顾好大伯。”

儿子返乡创业，接力照
顾老人

2010年，田维仲得了肠梗阻，在医
院住院很长一段时间，冉光芝既要照顾
他，又要照顾田维鹏，有些力不从心。
本来已经在江西南昌成家的儿子田茂
东知道后，和妻子刘珍秀商量决定，为
了照顾三位老人，夫妻俩回黔江发展。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父母在照顾
大伯，如今他们老了，我们要把照顾大
伯的这个责任担起来。”田茂东说，“我
小时候都是大伯带着我玩，他自己没有
子女，一直把我们当亲生儿子对待。这
些年，我一直记得大伯对我们的好。”

眼看着田维仲夫妻俩年纪大了，当
地党委政府有心把田维鹏安排到敬老院
居住，却遭到了田维仲一家的反对。“这
么多年我们都在一起，早就分不开了。”
田维仲说，“我答应过要照顾他一辈子，
就算我不在了，还有儿子来照顾。”

冉光芝也赞同丈夫的想法：“对于
我们来说，他就是我们的老大哥，临到
老了，我们怎么忍心把他送去敬老院，
答应了要照顾他一辈子，我们就要做
到。”

“这些年他们把我哥哥照顾得很
好。那一年他生病，若是在别人家里，
我哥早就不在了。”田维鹏的亲妹妹田
维秀对夫妻俩道不尽的感激。

“这两口子真是世上难找的好人，
待田维鹏比好多亲兄弟还好！”“有这么
好的‘家人’，我们都很羡慕……”周围
邻居对田维仲夫妻俩34年来的义举，
也是赞不绝口。
（黔江区融媒体中心 文/图 田丹）

一句承诺 夫妻俩照顾聋哑邻居34年 8月5日，垫江县中央华府附近的
一家餐饮商家餐厨垃圾存放点，环卫所
的工作人员正在将装满餐厨垃圾的垃
圾桶进行装车，然后将干净的空桶还给
对方。自去年11月以来，垫江县积极、
有序地开展餐厨垃圾规范收集处置工
作，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全县城区的餐
厨垃圾收运体系。

“以前处理这些餐厨垃圾很麻烦，
还容易产生异味，现在只需要将剩饭剩
菜、潲水等餐厨垃圾收集好，将餐厨垃
圾桶放在指定位置，每天早上便会有专
门的餐厨垃圾车来收集处理，环境卫生
也变好了。”垫江城区一家火锅店的工
作人员感叹。

“在此之前，我县餐厨垃圾大部分
被私人收购进入附近的养猪场，用作猪
饲料，小部分直接倒入雨水管道、污水
管道、河道、厕所等，严重影响了市容环
境。”垫江县环卫所所长卢建华说，为从
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全县不断加大餐
厨废弃物统一收集处置的力度。

为实现城区餐厨垃圾收运集中处

理全覆盖，垫江县环卫所积极组织工作
人员向城区各商家进行宣传和引导，并
与其签订《垫江县餐厨垃圾收运协议
书》，要求各单位食堂、餐饮企业设置符
合标准的餐厨垃圾收集容器，不得将容
器放置于店外，不得乱倒入外设垃圾桶
及下水道，保持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和污
染防治设施的完好和正常使用，周边环
境干净、整洁。同时倡导广大市民自觉
遵守有关规定，积极发现、制止、投诉或
举报身边的餐厨垃圾乱排放、乱倾倒等
违法违规行为。

“目前，垫江城区共有7辆餐厨垃
圾转运车，每天收运的餐厨垃圾约为
30吨，收集的餐厨垃圾统一运送至重
庆黑石子餐厨垃圾处理厂。垫江城区
1000多家大中型餐饮单位、机关、学
校、监狱、医院食堂等单位均已签订承
诺书，并做到了餐厨垃圾处理日产日
清。”卢建华说，下一步还将进一步做好
餐厨垃圾统一回收、运输工作，让城区
环境更干净。

（垫江县融媒体中心 蒋星星）

垫江 千余餐馆餐厨垃圾日产日清

根据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上
半年大渡口区落实减免税政策34947
万元，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
8862万元。

今年以来，大渡口区把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决策部署作为重
要的政治任务和财政工作的头等大事，
层层压实责任，细化实化举措，扎实做
好减税降费各项工作，推动减税降费工
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向纵深推进。

大渡口区及时成立了减税降费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及任务分解
表，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阶段
性工作，全力推进减税降费工作。依托
区协税护税平台，强化综合治税，区财
政局、区税务局、区发展改革委等16个
部门协同并进，形成减税降费跨部门联
动机制，实时通报全区减税降费阶段性
进展情况。

同时，大渡口区坚持问题导向，前

移监督环节，综合利用自查、调查、走访
等形式，监督检查减税降费落实过程的
各个环节，确保减税降费全面贯彻落
实。

随着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密
集出台，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
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切实降低了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优化了营商环境，企
业活力进一步增强。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6月，大渡
口区落实减免税政策34947万元，涉及
9种税费，19个行业，6大类经济类型，
受惠企业2万余户（次），企业收获了实
实在在的税收红利。同时，社保降费减
负政策自今年5月1日实施以来，大渡
口区及时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
为16%，调整社保缴费基数，今年5-6
月，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8862
万元。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李润梅）

大渡口 今年上半年减税降费4.38亿元

“只要我有一口饭
吃，就有他一口。”因为这
句承诺，34年前，家住黔
江区太极乡太河村二组
的田维仲、冉光芝夫妇把
聋哑邻居田维鹏接到了
家中，像对待亲兄长一样
照顾他。34年过去，温暖
的爱依然在延续。

田维鹏为田维仲倒水，“一家人”相亲相爱。

深入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北碚区提高政治站位，主动
承担“上游责任”，组合出拳，不断推进
水污染防治工作，多举措保护嘉陵江
和辖区水源地，连续两次零问题通过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督
查，坚决筑牢主城生态屏障。

实施水生态修复义不容辞

发源于九龙坡的梁滩河全长88
公里，由于流域面积大，河流污染类型
多、治理难度大，因此作为梁滩河汇流
的终点站，北碚区肩负着极为艰巨的
守护重任。

两年前，北碚区就从梁滩河北碚
段生态修复入手，建设了城南超磁一
体化、畔溪名都河段清淤和曝气装置、
原位底泥消解和部分人工湿地等一系
列工程，并且从严开展沿线工业企业
专项整治，启动实施长江排污口排查
整治，切实改善了梁滩河流域水质。

与此同时，北碚区会同九龙坡区
和沙坪坝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建立梁
滩河流域各街道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和生态补偿联席会议制度，用以反
推梁滩河流域污染整治工作，强化提
升水生态环境质量。

如今，梁滩河水质总体已达到Ⅴ
类水质要求，沿岸垂钓者渐多，周边人
居环境得到显著提升，嘉陵江北碚段
总体达到Ⅱ类水质，群众满意率达

95%以上。
“河流治理是一项长期工作，止步

不前就是后退。”北碚区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北碚将梁滩河

“一河一策”方案细化出24项具体问
题，全部纳入2019年河长制工作任
务，并要求相关部门持续推进梁滩河
沿线管网改造。此外，计划实施梁滩
河生态修复（二期），开展梁滩河水质
自动监测微站、重点区域视频监控和
部分河段清淤工程，坚决筑牢主城生
态屏障。

整治黑臭水体势在必行

黑臭水体整治不仅损坏人居环
境，还严重影响城市形象，更是水污染
防治中最耗费人力物力的工作之一。
为了解决这项群众普遍反映强烈的

“老大难”问题，北碚下大力气、大决心
拉开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序幕，全力打
好碧水保卫战。

2017年起，北碚累计投资约1.15
亿元，先后完成了山王溪、双凤溪、马
河溪、马鞍溪4条黑臭水体的整治工
作，实现了初见成效的目标，公众满意
率分别达99%、97%、98%、95%。

然而，“黑了治，治了黑，反复治
理，治理反复”是黑臭水体治理的习惯
性怪圈。只治理已污染水体显然是治
标不治本，重点仍在“控源截污”。

去年，北碚加大黑臭水体防反弹

专项检查，制定了《北碚区城市水体长
制久清工作方案》，加强源头管控，全
力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果。

随后，北碚区的4条城市黑臭水
体通过了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组织的两次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
境保护专项督察，成为我市唯一连续
两次零问题通过专项督查的区县。

今年，北碚又启动“黑臭水体治理
提升暨清水绿岸”总项目，拟在3年期
间投资近8亿元，将管网建设、河流整
治、管网改造、海绵城市建设等项目纳
入全区一盘棋进行综合投资建设，全

面开展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北碚水环
境质量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保护饮用水源刻不容缓

井口水厂位于沙坪坝区井口镇与
北碚区童家溪镇交界处，其上游一级、
二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属北碚区范
围内。

今年，经环境专项行动督查组现
场检查，发现由于一些历史遗留原因，
其保护区界标出现偏差，一级保护区
范围扩大后新增了农业种植、二级保

护区外存在畜禽等情况。
为妥善解决问题，北碚区体现上

游意识，从大局出发，主动承担整治
经费，实施井口水厂水源地的环境整
改。

整改需采取清除菜地、取缔养殖
等措施，直接涉及当地群众的切身利
益，因此北碚区多次组织涉及农户召
开院坝会，一方面仔细听取群众心声，
一方面宣传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的重
要性，最大程度地争取当地群众的支
持。先后派遣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加
强对保护区内种植户技术指导，为养
殖户修建三格化粪池收集畜殖粪水及
生活污水，协助渔民拆解渔船，得到沿
线政府、企业、个人的积极配合。

目前，井口水厂饮用水源地存在
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保护区之外的
少量畜禽养殖也完成整改。下一步，
北碚区将实施童家溪场镇污水管网
工程，彻底解决保护区外的污水隐
患。

预计今年底，北碚还将完成“千吨
万人”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
化建设任务，推进其他水源地规范化
建设工作，确保全区已划分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的环境安全。

提升湖库水质惠及民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区内
水库的功能一般都演变成了景观水

库，成为周边群众休闲的地方。
为给群众营造良好的休闲场地，

北碚区铺开城市湖库综合整治工作，
大力改善湖库生态环境。

在龙滩子水库综合整治过程中，
相继实施了新建截污干管、湖库清淤、
打造驳岸湿地和驳岸抛石、环湖生态
修复及生态隔离带建设、岸边人行步
道和自行车道建设、种植生态隔离带
等工程。同时，建立了全市首个湖库
水质自动监测站，水库水质得到明显
提升。

整治后的龙滩子水库，成为镶嵌
在北碚城区的一颗璀璨明珠，进一步
提升了城市形象，为居民休闲娱乐提
供了好去处。

截至目前，北碚陆续完成了龙滩
子水库、高坪水库、回龙桥水库和梅花
山山坪塘的综合整治工作，沿湖步道、
水生景观、观景座椅等设施得到广大
群众一直好评。

如今，为长效巩固湖库整治成
果，北碚正大力宣传生态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力求让广大群众参与到
湖库水环境保护工作中来，鼓励群
众举报不法排污和破坏生态行为，
激励群众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以实际行动支持湖库水环
境保护。

王彩艳 詹米璐
图片由北碚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北碚着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

承担“上游责任”守护清水绿岸

龙滩子水库

“侯总，这周末的气流状况如何，可
以来飞吗？”8月1日晚上，江津区贾嗣
镇龙登山滑翔伞基地老板侯柯任“准
时”收到伞友汤玮发来的微信。

龙登山位于贾嗣镇龙山村，这里曾
是远近出名的市级贫困村。如今，因为
一顶滑翔伞，龙登山正成为游客青睐的
乡村旅游目的地。与滑翔伞一同起飞
的，还有当地村民的乡村振兴梦。

谋划

汤玮在重庆主城上班，只要天气允
许，周末他便会赶到龙登山，痛痛快快
地“飞一把”。“我去过不少滑翔伞基地，
这里的飞行体验度相当好！”他在朋友
圈频频给伞友们推介。

基地的建成离不开精准的谋划。
2018年，龙山村两委在贾嗣镇党委的
带领下，四处引资谋求发展。在否决掉

了种植、征地修建农家乐等常规项目
后，大家看中了更有特色的滑翔伞项
目：既利用了龙登山的地理优势，又不
破坏村里现有的青山绿水，符合镇里的
旅游规划。

2018年9月初，龙山村成立重庆
市龙登山户外运动有限公司。9月27
日，村两委召开滑翔伞项目专题会，并
邀请驻村工作队、村务监督委员会列席
会议，对该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项工作
以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
论分析。紧接着，全村党员大会、各社
院坝会相继召开，项目得以快速推进。

2019年1月13日，龙登山滑翔伞
基地顺利完成首飞。2019年春节期
间，滑翔伞基地接待游客近5000人次。

商机

随着越来越多伞客涌入龙登山，村

民嗅到了商机。
他们拿出自家的土鸡、土鸭、大米

等土特产来售卖，高品质富硒土货不仅
在游客间口口相传，更是获得了许多

“回头客”的鼎力支持。
眼看着龙山村人流量与日俱增，村

两委、驻村工作队有了新打算：何不利
用外来人群的广告效应，着力打造龙山
村电商品牌，以“电商+扶贫”壮大集体
经济，实现乡村振兴？

2019年 5月 7日，龙山村集体成
立首个农村综合服务社，集收购、储
存、销售为一体。村两委干部兼任综
合服务社社员并落实职责分工，首先
保障贫困户收入，带动全村增收。截
至目前，综合服务社已收购并销售土
鸡蛋数万个、土鸡土鸭5000余只。村
集体增收7万余元，助力贫困户增收
10万余元。

发展

“自从有了滑翔伞基地，游客多了
带动消费，脱贫就是‘小菜一碟’。”村里
的贫困户邹开平越来越有信心。

邹开平是三级残疾，在镇村干部、
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他从最初养殖
500只鸡，发展到现在的1500余只，成
为村里的养鸡大户。对于总结出的养
殖经验，邹开平也从不保守，主动向周
围村民传授技术，大家合伙做大做强。

“滑翔伞项目的辐射带动能力强，
一般1个人飞能带动逾10个人观看，
甚至带动了全镇的乡村旅游发展。”贾
嗣镇党委书记曹均平说。4月27日，
贾嗣镇第四届桑葚采摘文化旅游节开
幕，滑翔伞项目成为最吸睛的项目之
一，旅游节首日便吸引游客1.2万余人
次，较去年翻番。

“人类自古就有三大梦想，预知未
来、永生和飞翔。”说话间，又一位游客
成功起飞，橘红色的滑翔伞在青山绿水
间恣意翱翔。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龙春梅）

一顶滑翔伞带飞一个贫困村江津

8月6日上午，铜梁区虎峰镇轮桥村便民服务中心积分超市，69岁的罗埔超婆
婆凭两张代金券，从积分超市领到了洗衣粉和面巾。

去年以来，虎峰镇展开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通过积分兑奖品活动，调动了群众
参与的积极性。为了方便群众兑奖，现在全镇17个村都建起了积分超市，经过村
社评比、获得卫生标准的农户，凭代金券可到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铜梁 积分超市受村民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