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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从构筑防控体系、加强硬件
建设、控制产品使用、重视教育督导等
方面积极发力，多举措推进学生视力综
合防控工作。2018年以来，涪陵对全
区3100间教室照明设备实施升级改
造，在3所中小学建成试点青少年近视
防控标准化照明教室6间。

涪陵区政府拟出台《涪陵区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中小学
为主阵地，建立学校、医院、家庭综合预
防的学生近视眼防控模式，呵护中小学
生视力健康。成立全区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工作领导小组、学校健康教育
指导委员会，指导学校科学开展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和视力健康管理等工作。

2018年以来，涪陵对全区3100间
教室照明设备实施升级改造，在3所中
小学建成试点青少年近视防控标准化
照明教室6间。同时，全区投入152万
元，购置标准化升降课桌椅6160套。
加强医务室、卫生室标准化建设，从硬
件投入上为学生建立良好的视觉环境。

全区各中小学引导家长严格监督
孩子电子产品使用时间，指导学生科学
规范使用电子产品，提出“15分钟歇一
歇，每天不超1小时”的电子产品使用
口号，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用眼卫
生习惯。各中小学本着按需使用原则，
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电子产品
的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家庭作业原则上采用纸质完成。

近年来，区教委在“防近周”“爱眼
日”期间，邀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106
堂、举办爱眼护眼宣传教育308场，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实施学生定期体检
监测制度，每年组织学生至少1次健康
体检、至少1次视力监测，建立视觉健
康档案，加强监测结果干预。制定《涪
陵区学生视力考核办法(试行)》，把近
视防控工作纳入学校素质教育综合考
核体系，督促各校开齐、开足体育课，确
保学生每天2次眼保健操及阳光体育
运动1小时落实落地。

涪陵区融媒体中心 洪华莺

升级改造3100间教室
呵护中小学生视力健康

车辆都停在停车位上，绿化带里花
红草绿，小区居民或在健身器材上健身
锻炼，或在绿植掩映下的休闲区下象
棋、跳舞、拉家常……曾经脏乱差的铜
梁巴川街道正街社区北街馨苑小区，如
今变得干净整洁。

铜梁老城区的北街馨苑小区已有30
多年历史，现有居民147户、422人，其中
租赁户72户。以前，小区内乱停乱放，杂
草丛生，垃圾成堆，居民们怨声载道。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铜梁区将着力点聚焦到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为了
解决老旧小区脏乱差这个老大难问题，
铜梁区通过建设少云志愿者队伍，充分
发挥老旧小区里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
部和网格员作用，以小区栽花种草为抓
手，组织党员群众认领责任区，自觉管护
小设施、小绿化、小场地。认领责任人采
取日常巡查管护、捡拾垃圾、制止劝导损
坏行为等方式开展“三小”养护。

许多居民小区的党员群众自觉把
身份亮出来，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正街
社区党委趁热打铁，将小区的小设施、
小绿化、小场地“三小”划分为6个片
区，通过党员示范带动，激发群众参与
主动认领管理和维护的热情。

党员尹栋良自愿认领了小区内道
路、停车位，带领小区少云志愿者积极
维护小区秩序，规范管理停车。网格员
文良容认领了1单元旁花草管护，退休
干部黄学道认领了小区路灯等公共设
施。群众张怀忠认领了2单元背后花
草绿化地……

“我在这里住了10多年，是老住户
了。我这次主动认领了小绿地。看到
自己养的花草美化了小区环境，给邻居
们带来了快乐，自己心里也高兴。”87
岁的张桂芳老人认领了3单元背后的
花草绿化地，自己掏钱买来花草种在这
里，每天都要去浇水看护。

73岁的龚绵安老人认领的是小区
内健身器材设施，但她每天还主动和张
桂芳老人一起管护小区内的花花草
草。老人们说：“社区是我们的家。美
化环境，对我们是一种享受。每天活动
一下，相当于锻炼身体。”

“大家主动认领自己的责任地，形
成了共建共治共管共享的良好局面。”
正街社区党委书记郑淮平说。

不仅是正街社区，铜梁城区许多老
旧小区的物业管理、环境整治、停车难
等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市民自觉认领“三小”
老旧小区变了模样

近日，两江新区首台大型增材制造
（又称“3D打印”）设备BAAM在重庆
云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湾科
技”）完成验收手续，这标志着重庆大型
增材制造实现了零的突破，对提升重庆
先进制造水平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

由BAAM打印的经典跑车“眼镜
蛇”曾在今年8月的智博会上惊艳亮

相，仅耗时16小时就完成了所有打印
工作。该车使用了可回收再利用的材
料ABS混碳纤维制作，材料强度极高，
耗材少、成本低，打印材料可以回收再
利用，极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最关
键的是，这辆车只要安装上引擎即可像
普通汽车上路奔驰。

此外，智博会上一座跨度6米的全
3D打印行人桥同样由BAAM打印完
成，时间仅需2至3天，全桥分段打印
而成，无需大型工程车就能现场拼接。
而且桥体内已经预留出了过水、过线、
过管道的各种预置通道，充分展现了一
体化设计制造的能力和优势。这座3D
打印行人桥不但本身的强度可以承受

满载的行人通行，同时可在预留管道中
增加钢管以增强加固。

云湾科技本次引进的BAAM与常
规FDM3D打印机相比，成型体积大
1000倍，打印效率高800倍，且打印成
品的强度更是常规FDM3D打印机产品
的十几倍，近似注塑成型产品的强度。
此外，BAAM可使用大多数高强度聚合
物材料和多种高性能工程聚合物进行生
产，将3D打印引向工业级别发展。

引进该设备后，云湾科技将着眼于
汽车行业，为汽车企业的整车研发、展
车制造等提供优质服务。目前，云湾科
技已与金康、上海菲格瑞特等公司展开
了合作，在成本以及工期方面展现出极

大的优势。此外，云湾科技还在建筑行
业以及艺术设计等方面与国内多家大
型企业以及高校展开合作。以桥梁外
立面为例，云湾科技利用BAAM进行
装饰物打印，不仅成型快，工期短，在价
格方面也有不小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BAAM使用的材
料均可以回收再利用。“3D打印的材料
有上百种，可以使用不同的组合配比，
满足不同的生产需要。”云湾科技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云湾自主研发特种材
料，通过不同的化学配比改变性能，能
够更好地对抗紫外线，可在室外放置
20年左右。

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 江亚蔓

两江新区首台大型3D打印设备完成验收手续

重庆大型增材制造实现零的突破

11月1日晚上9点，彭水绍庆街道
天台村。刚走访完农户的赵广东回到
村便民服务中心，就接到妻子胡丹打来
的电话。

“生日快乐！”听到妻子的祝福，赵
广东才反应过来当天是自己30岁生日。

赵广东是彭水县委组织部派驻绍
庆街道天台村第一书记，妻子胡丹是彭
水群团活动中心派驻保家镇东流村扶
贫工作队员。如今，这对夫妻变身“扶
贫夫妻档”，在扶贫一线并肩奔跑。

“要对得起胸前的党徽”

“组织已经同意，选派我去天台村
担任第一书记，我要下乡去扶贫了。”

今年5月7日晚，在东流村驻村的
胡丹接到了丈夫赵广东的电话。

停顿了一会儿，胡丹哽咽着说道：
“我支持你，我们是党员，一定要干好。”

赵广东知道，妻子的哽咽，是因为
家里有不到3岁的儿子。

赵广东是湖北恩施人，胡丹是重庆
铜梁人。“如果都去驻村了，孩子怎么
办？”经过商议，赵广东决定将母亲接到
彭水照看小孩。

“母亲身体不好，今年做了两次手
术。”赵广东觉得愧疚。为了减轻母亲
的负担，夫妻俩将儿子送去早教中心，

“前段时间，母亲生病了，没有办法，妻
子只好带着儿子去村里。”

在东流村，胡丹带着儿子走访农
户，开院坝会。“我们都在驻村扶贫，妻
子还要操劳家里的大小事，一直觉得亏
欠了她。”赵广东说。

和儿子视频，是赵广东最开心、也
是最心酸的时候。每次视频一接通，儿
子就一个劲地问：“爸爸爸爸，你什么时
候回来啊？”儿子还小，经常生病，赵广
东却不能经常陪在他身边：“想儿子了，
我就把手机里早教班的老师发到家长
群的照片拿出来翻一翻。”

脱贫攻坚到了关键的时候，时间紧，
任务重，一家人一个月最多只见得上两
三面。每次走的时候，儿子就哭个不停：

“爸爸妈妈，不要去上班，陪我耍……”胡
丹轻轻拍着儿子的肩膀告诉他，爸爸妈
妈要去做很重要的工作，在家要听奶奶
的话，在校要听老师的话。

“我们要对得起胸前的党徽。”赵广

东拍了拍胸脯。

“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2018年6月，胡丹成为东流村驻
村工作队员，对赵广东来说，妻子算得
上是扶贫“前辈”。

“我以前也在岩东乡工作过3年，
有基层经验，但涉及扶贫问题，我经验
没有胡丹丰富。”赵广东说。

胡丹经常叮嘱赵广东：“老百姓的
事，再小也是大事。”五保户莫成伦生病
住院了，赵广东和村干部买水果前往岩
西卫生院看望。莫成伦感动不已：“你
们这些干部才好哦，时刻记得我们贫困
群众。”接到贫困户苏其亮电话，说是自
来水管坏了，赵广东立马和驻村工作队
员一起前往场上买水管，第一时间送到
苏其亮家中。

“现在打电话除了聊娃儿，基本上
是交流扶贫心得。”胡丹说，丈夫经常提
一些中肯有用的建议。

在赵广东的带领下，天台村坚持
“党建+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打造了
1000亩优质油茶、400亩鹰嘴蜜桃、

130亩中药材项目。正在整治6口废
弃的山坪塘，计划承包给贫困户，让贫
困户在承包经营中有稳定收入。天台
村集体经济今年将实现收入40万元。

在胡丹的协助下，东流村按照“公
司+大户+农户”的模式，巩固发展烤烟
种植900亩，公司订单发展辣椒种植
240亩、脆红李500亩、梨子600亩，惠
及农户200余户，户均增收1万余元。

“用行动来践行初心”

在村里走访调查时，赵广东发现，
个别党员思想觉悟不高，长期把自己等
同于一般群众，不敢亮身份，也不愿参
与村里事务管理。

6月底，赵广东主持召开支委会讨
论决定，由党支部发起“我为天台做好
事”活动，要求全体党员今年主动为村
里至少做一件好事实事。活动得到党
员们的支持，也得到村民的广泛赞誉。

“最让我感动的是，有10多名在外
务工的流动党员，也专程赶回来了。”赵
广东说，他们以前经常不参与村里的事
务，这次也主动回来探讨，为村里的发

展提意见建议。
活动开展后，党员黄庭秀主动为附

近道路施工队免费做午餐、党员龚作权
主动协调邻里纠纷、党员赵永明主动带
动周边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党员苏云华
主动为周边农户更换水管……目前，天
台村54名党员承诺主动为天台村做好
事122件，已经落实85件。

在东流村，胡丹同驻村工作队一起
组织开展“砥砺奋进促脱贫·不忘初心
跟党走”活动，带领全村党员干部重温
入党誓词、集中上党课、宣讲党员先进
事迹、举办党建知识竞赛、组织召开党
员座谈会，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全面提振了干部群众脱贫
的信心和决心。

“我是农民的孩子，现在参加工作
了，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为老百姓特
别是贫困群众多做一些事情，幸福又值
得。”胡丹不后悔自己和丈夫当初的选
择。“我俩都是党员，组织选派我们去驻
村开展脱贫工作，我们要用行动来践行
入党初心，用成绩来回报组织信任。”
彭水县融媒体中心 杨元忠 李亚军

扶贫路上“夫妻档”

“从本周起，我们双休日也不休息
了！”10月28日，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
公共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来办事
的人们。为了让辖区居民在非工作日
能办事、办成事，从11月2日开始，每
个法定节假日之外的双休日，跃进村街
道政务事项办理服务都会全天候进行。

“我儿子在区县上班，只有周末才
回家，有时需要办事，就必须在工作日请
假回来，影响工作和收入。以后周末也
能在街道和社区办事，那就太方便了！”
得知周末可以办理社保等政务事项，家
住渝钢村的居民王晓平高兴地说。

除了跃进村街道公共服务大厅双休
日每天会安排两名工作人员上班，该街
道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也实行双休日值
班工作制度，每天安排1名工作人员值
班。双休日上班的工作人员按“上班一
天补休一天”的原则进行工作调休。

除此之外，为了更加方便群众，跃

进村街道根据全区镇街公共服务事项
目录和街道原行政权力、责任事项目
录以及街道服务事项清单，按简化办
事环节、优化审批流程原则，召集各
科、所室责任人和具体经办人对清单
逐项、逐条进行梳理，取缔了不符合本
单位行政审批政务事项16项；制订出

跃进村街道政务服务清单项目47项，
社区便民服务项目清单 28项，按照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
原则，拟订了《跃进村街道公共服务中
心“四办”清单》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四办”清单》项目。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陈艺军

一套儿童文具、一根拐杖、一台电
饭煲、一个碗柜、一台电风扇、硬化院
坝、屋顶修缮……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

“小菜一碟”，但对于困难群众来说可能
是期盼已久的事情。近段时间，永川区
宝峰镇扶贫工作团开始了这些“微心
愿”的兑现之旅。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后，宝峰
镇五家坡村的建卡贫困户谢方友憨笑
着将抬着衣柜的农商行永川支行工作
人员迎进了门。

“老谢，上次你给我们说搬进新家
就缺衣柜，今天我们给你送来了，你看
看这衣柜要得不？”刚进家门，农商行永
川支行的工作人员就拿出衣柜的门钥
匙，递到了谢方友的手中。

“太好了，我正愁没有衣柜放衣
服！”谢方友双手将钥匙插入衣柜钥匙
孔，轻轻往左一转动，衣柜立即打开
了。他将折叠好的衣服放进衣柜，露出
了微笑，拉着农商行永川支行工作人员

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自宝峰镇扶贫工作团成立以来，永

川区区委统战部、区生态环境局、区工
商联、中石化永川分公司、农商行永川
支行、重庆涵晨灵秀茶厂等扶贫工作团
成员单位确定每年组织一次募捐活动，
由扶贫工作团成员单位认领部分贫困
户合理需求。

在“两不愁三保障”大走访行动中，
宝峰镇扶贫干部收集到了需求心愿
200余个。经过逐户核实，最终确定了
185个“微心愿”上报扶贫工作团，涉及
家用电器、学习用品，甚至打坝子、硬化
阳沟等事项。

9月10日，扶贫工作团成员单位召开
7 个成员单位认领会，共筹集资金
198440元，会后各单位分别以资金或物
资方式陆续到位。125户困难群众的185
个“微心愿”，物资类已全部挨家挨户送
达，工程类项目也于10月底全面完工。

永川区融媒体中心 张玲

为困难群众送上
185个“微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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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东(右三）和建卡贫困户交流。 本栏图片由李亚军摄 胡丹(右一）带着儿子走访农户。

38岁的董小峰是丰都县总工会办
公室主任、龙孔镇龙孔村驻村工作队第
一书记兼队长。他先后两次主动请缨，
被选派到驻村工作队，长期担任第一书
记。在4年的驻村工作中，董小峰满怀
激情，满腔热血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
中，带领干部群众苦干实干，在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发展、环境治理、激发内生
动力、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贡献突
出，深受干部群众的肯定和赞赏。

扎根基层
满怀爱心服务困难群众

“一有机会，他就往农村跑。”董小
峰的妻子抱怨。2015年8月，董小峰
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放弃县城优越的
办公环境，离别温暖的家庭和幼小的
儿子，满怀激情投身脱贫攻坚第一
线。2017年下半年，在丰都顺利通过
国家第三方验收评估后，因工作需要，
董小峰被原单位抽调了回来。2018
年8月，经本人申请，组织决定再次选
派董小峰进入龙孔镇龙孔村驻村工作

队。
龙孔村有贫困户179户562人，董

小峰经常穿梭在田间地头，习惯和群众
打交道，他的足迹遍布龙孔村每一个角
落，哪个地方叫什么小地名，有几户，家
庭情况怎么样，存在什么样的困难、问
题，他都非常清楚。对某些贫困户的家
庭情况，他甚至比村民小组长都清楚。

“有困难找工作队，找董书记。”
这是当地老百姓的口头禅。水渠漏
水、道路塌方、水库放不出水等，很多
老百姓首先想到的就是找驻村工作
队，董小峰都是竭力帮助，积极协
调。为了协调新湾水库尽快放水插
秧，董小峰多次协调镇政府和县级相
关部门，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今年4
月初，为了找到逃学儿童小何，董小
峰半夜到高家镇网吧寻找，最终将小
何劝返回校。在他看来，能够让老百
姓充分享受扶贫政策，尽力帮助孤寡
老人，帮助留守儿童，帮助老百姓解
决生产生活问题，才能凸显自己的工
作价值。

“乡亲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董
小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3
年多以来，董小峰累计帮助困难群众
解决各种生产生活问题60余件次，与
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今年1月，为了迎接国家、重庆市、丰
都县脱贫成效考核，董小峰连续多日

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最终因消化道
急性出血病而倒在工作岗位上，被紧
急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许多
贫困户知道后想要去看望，但都被他
一一谢绝了。然而，即使在住院期
间，他仍然用电话关心贫困户小额贷
款等问题。

精准帮扶
满腔热血助力脱贫攻坚

为了实现“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
标，董小峰带领工作队坚持每个月入
户走访贫困户一次，每个季度对全村
所有农户大排查一次。正是在他孜
孜不倦的努力下，龙孔村脱贫攻坚工
作真正做到了精准识别、精准脱贫，

“两不愁三保障”得到了切实有效的
改善。

为了认真宣传落实扶贫政策，董
小峰主动联系帮扶单位，为每个贫困
户配置了一台政策播放器；为了便于
沟通，及时发布相关政策和培训信
息，他建立了龙孔村贫困户信息交流
群；为了切实加强扶贫产业后期管
护，他多次寻求帮扶单位，并成功争
取到 5万元的扶贫产业后续管护资
金。自驻村以来，他带领村社干部、
驻村工作队苦干实干，先后硬化村社
道路15.3公里，硬化人行便道和产业

便民路9公里，解决了1200余人出行
难问题；修建水池3口，安装水管6公
里，解决了 350 人饮水困难；改造C
级、D级危房334户，大力加强环境治
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新发展枳壳
800亩、沃柑500亩、花椒400亩，农
户收入大幅提高；配合龙孔镇党委政
府认真开展致富带头人、乡贤、卫生
文明户和“孝善人物”评选活动；举办

“榜样面对面宣讲活动”；办起了新型
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班，充分激发调动
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努力终有回报，付出终有收获。
在董小峰的努力和带动下，龙孔村贫
困发生率降到了0.7%，并在2017年成
功实现了脱贫摘帽。他以优良的作风
和突出的业绩回应群众的期盼、回应
组织的重托，组织也给予董小峰极大
的肯定：他先后被评为丰都县优秀共
产党员、全市工会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并荣获丰都县干部下访群众工作先进
个人等称号。

潘锋 唐秀兰 图/唐秀兰

丰都县总工会驻龙孔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兼队长董小峰：

满怀爱心扎根农村 一腔热血帮扶贫困
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董小峰（左）实地了解驻村枳壳产业生长情况

跃进村政务服务双休日不打烊
双休日上班人员按“上班一天补休一天”进行调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