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周静 实习生 王天翊

“我们社区有 11164 人，4523
户，48栋单体楼，9个低档物业小区，
这次安置房综合整治共计16栋 27
个单元，涉及安置房488套，门面91
个，安置户1422人……”

介绍起社区，两江新区邢家桥社
区党委书记谢兰对方方面面的情况
总能信手拈来。

群众都说，谢书记心里装着“大
数据”。

叫得出对方名字，关系
自然就拉近了

50岁的谢兰记性好吗？
她有时会忘记吃药，有时出门会

忘带钥匙。谢兰心里之所以装得下
社区的“大数据”，是因为她在工作
中，二十年如一日的用心。

“只要有人来社区办事填资料，
你可以在一旁观察，记下他的姓名和
基本情况。以后每次见面，只要叫得
出对方名字，关系自然就拉近了。”

每当来了新同事，谢兰都会与他
分享工作“秘诀”。

而“大数据”采集，她从2000年
就开始了。

那时谢兰刚进社区，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人口普查。

“到居民家里，首先要有龙门阵
摆，龙门阵摆起来了，群众的心扉就
慢慢敞开了，我们想收集的情况自然
而然就拿到手了。”谢兰说。

为了有龙门阵摆，谢兰都会提前
做“功课”，先从侧面了解一些基本情
况。

只要有人来办事填表，谢兰会站
在旁边，记下这个人的名字、长相和
基本情况，记下他的困难和诉求；对
于实在不熟悉的人，谢兰会在上门
前，跟其他居民打听情况。一来二
去，谢兰心里的“数据库”不断完善、
更新。

有了“大数据”，工作就好开展
了。

比如这次邢家桥社区安置房综
合改造，有家女户主不同意，原因是
自己才搞了室内装修，怕改造把才装

的房子弄“花”了。
社区干部上门好几次，都没能说

服女户主。最后还是谢兰储备的“大
数据”发挥了作用。

“我掌握到她丈夫得了和我差不
多的病，大家都是病友同病相怜，我
就借讨论病情的机会，做她丈夫的思
想工作。”谢兰说。

谢兰还拿自己“开刀”：“你看嘛，
这个房子就像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
得‘治’嘛，这样人才可以多活几天，
房子才能多住几年。”

男户主觉得谢兰说得有道理，转
过头来做通了妻子的工作。

“大数据”发挥力量，同事们对谢兰
的“数据库”羡慕不已。有人问谢兰：

“社区有这么多户人，啷个记得下来？”
“只要用心，哪有什么记不下来

的？”谢兰回答，要时刻把群众装在心
里，对不熟悉的情况，反复想反复记。

“上学时老师常说，天才就是重
复次数最多的那个。”谢兰说。

做群众工作，需多换位思考

人熟、地熟，在邢家桥社区，谢兰
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不过，在社区安置房综合改造这
个项目上，一开始，不少居民并不“买
账”，很多老朋友、老邻居也没给她面
子。

为何部分居民不理解，甚至还抵

制？
谢兰站在居民的角度换位思考，

分析总结了五字原因：拆、补、气、疑、
利。

拆，是希望通过抵制改造，从而
达到房屋整体拆迁的目的。

补，是希望通过抵制改造，补齐
前后开发政策之间的差距。

气，是认为政府各部门在以前对
他们的困难和生活关心不够，赌气抵
制改造。

疑，是对街道及社区干部不信
任，怀疑政府干部通过整治捞钱，搞
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担心质量不过
关，治标不治本。

利，一是部分居民希望参与到整
治工程中，通过做工程捞一笔；二是
整治工程需拆除违章，给现有通过违
章获利的住户带来经济损失；三是希
望通过抵制改造，在房屋过渡等费用
上得到最大的收益。

同事们认为这个总结十分到位，
问她是怎么想到的，谢兰说，做群众
工作，需多换位思考，才能找准问题。

找准问题，才好对症下药。
对“拆”和“补”，谢兰和同事们把

居民请到院坝开会，给他们详解政
策，道明原因。据不完全统计，谢兰
先后组织召开居民会议30余次、院
坝会40余场，接待群众1000余人
次。

怕有遗漏，居民还不清楚政策，
谢兰和同事们在街道的指导下制作
了《给居民的一封信》《整治十条》，挨
家挨户送上门。

对“气”，谢兰和同事们把最好的
耐心留给居民，不管他们态度如何，
始终笑脸迎人。

对“疑”，邢家桥社区把从工程招
标的文件到各种费用明细全部公开，
干部带居民参观样板间，让他们选择
改造用材。

对“利”，考虑到改造期间会影响
居民生活，邢家桥社区通过街道向两
江新区申请，为每户改造居民争取了
2000元的过渡费用。

依靠这些办法，谢兰与同事们分
头行动，走街串巷，登门拜访，与488
户居民一家一家谈方案，“一户一案，
私人定制”。

将心比心换人心，以情
暖情得真情

仅凭方法，还行不通。
“我都80岁了，我不需要你们来

给我整治！”
“你们快点走，我要睡觉了！”
“莫以为我不晓得你们为啥子这

么积极，政府拨的费用你们不晓得要
吃好多……”

这些话都是居民给谢兰和同事
们的回复，“热脸”对“冷脸”。

谢兰深知，与居民打交道，方法
再好，也不敌真情。唯有真心实意为
他们着想，付出真心真情，才能让他
们敞开心扉。

“我半辈子工作生活在这里，我
晓得，大部分居民都不是存心刁难我
们，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让他们把
怨气发泄出来了，再慢慢做工作，总
会做通的。”谢兰相信，只要自己对居
民好，居民自然也会对她好。

于是，谢兰和社区工作人员一
起，放弃周末和节假日，居民什么时
候有空见她们，她们就什么时候上门
做工作。

解释不通，谢兰和同事们就厚起
脸皮一次又一次上门……有的住户
谢兰去了20多次。而且为了方便居
民反映问题，谢兰手机24小时从不
关机，即便是手术后在医院住院的时
候。

令人欣喜的是，在谢兰和同事们
的努力下，居民们的态度终于发生了
改变。

这其中，71岁的黄大爷是改变
最大的一个。最开始，黄大爷可谓最

“顽强”的“钉子户”之一，根本不同意
整治方案。谢兰和工作人员前前后
后到黄大爷家中去了不下20次。

在一次又一次的到访后，黄大爷
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跟入户宣传
的工作人员开始拉家常、摆龙门阵。

到后来，黄大爷主动请缨，当起
了项目综合整治小组的志愿者，帮不
在家的居民保管房屋钥匙，打扫临时
厕所，还主动入户协助工作人员处理
整治过程中产生的小纠纷。

“谢书记很耐心，每次我们给她
打电话，不管好晚，她都要接，如果是
当下能够解决的，她立马就来现场或
者安排人来解决，解决不了的，第二
天绝对会第一时间过来。”62岁的任
树英提起谢兰，赞不绝口，“我们都很
信任她！”

“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才
能换得人心，以情暖情，方能获得真
情。”谢兰说。针对居民在整治期间
如厕难、洗衣难、洗澡难，社区增设了
临时公共厕所6个、浴室10个、洗衣
池12个、开水供应点2个、安全通道
500米。

“我们想尽最大的努力，解决居
民在整治期间的困难。”谢兰说，如果
进展顺利，希望能在明年过年的时
候，家家户户都住上新房子。

谢兰为什么能（中篇）

心里装着“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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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做群众工作，既是一门
学问，也是一门艺术。面对
盘根错节的基层问题，干部
常常遭遇老方法不管用、老
经验不奏效的尴尬，有劲使
不出来。邢家桥社区旧房
改造伊始，也曾遇到这种状
况。

打开群众心头的“锁”，
究竟有多难？不了解政策的
居民，一心盼望拆迁，阻碍整
治；心存疑虑的住户，臆测社
区干部中饱私囊；复杂琐碎
的工程，施工难度大、协调成
本高……有多年社区工作经
验的谢兰，深知要打破整治
僵局，必须坚持一把钥匙开
一把锁。

整治背后，直接牵动的
是1422人。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用“感情钥匙”打开群
众的“心锁”。谈到老房子，
居民怨气积压已久，社区干
部所到之处，都是指责和痛
骂。但谢兰明白，老百姓是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所
以，谢兰和她的同事们把个
人委屈放脑后，坚持用真情
真心和奉献精神来打动群
众，最终让大家解开了“心
锁”。

群众工作取不了巧，笨
办法有时往往是最好的办
法。旧房整治是一个“顽固锈锁”，必须找
准解困关键。对谢兰来说，这个关键就是

“软磨硬泡”，对 488 户居民全覆盖走访，
反反复复去磨嘴皮子、磨耐心、磨耐力。
在很多人看来，逐户走访、挨家说服是个
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可正是这样的苦
功夫，让谢兰和同事们花9个月时间攻克
了“钉子户”，用脚踏实地和坚持不懈，赢
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打开了整治工作
的新局面。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
作的复杂性可想而知。结合实际，创新方
法，也是打开“心锁”的有效手段。工作推
进中，群众有情绪，整治一度停滞。谢兰在
病床上“指点迷津”，强调“党员要带头恢
复（墙面）”，为整治攻坚战打开了突破口。
作为基层干部，把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吃
透了，把突出问题剖析清楚了，自然就能找
到管用的新办法。

成熟的麦穗总低垂着脑袋，好的干部
总是目光向下。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满腔
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
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
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打开
群众“心锁”的钥匙，就紧紧握在每一位基
层干部手中。

找
准
打
开
群
众
﹃
心
锁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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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江新区人和街道党工委
举行集中学习《重庆日报》谢兰先进事
迹报道专题会。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
习生 吴志杰）11月15日，为期7天
的 2019年首届“村村旺”消费扶贫
电商节正式启幕，主办方准备了六
大类优质优惠的农特名品等你采
购。活动期间，消费者在平台上每
消费一笔订单，“村村旺”农村电商
综合服务平台（以 下 简 称“ 村 村
旺”）将向“村村旺爱心扶贫基金”捐
出1元，用于扶持贫困区县及贫困农
户。

“村村旺”2019年5月正式上线，
是市委市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的重点
项目和工程，由重庆市供销总社牵头
成立的重庆供销电商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运营。上线5个月，“村村
旺”就实现各类农产品收购及交易
1470万斤，成交总额达2119万元，
累计挂牌乡镇基层供销社及村级农
村综合服务社494家，已吸引379家
知名企业入驻。

首届“村村旺”消费扶贫电商节

活动期间，“村村旺”汇集了重庆各区
县特色产品，通过平台补贴、厂家让
利等方式，启动了一系列线上线下活
动。其中，参加线上活动的消费者，
只需一键扫描“村村旺”平台二维码，
就可采购生鲜、零食、干货等六大类
优质农特名品，平台将以最优惠的价
格回馈给消费者。而线下的“在线丰
收”刮刮卡活动同样精彩，消费者关
注“村村旺”微信公众号后可参与抽
奖，幸运者可免费将重庆特色农副产

品提回家。
活动期间，重庆供销电商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还设立“村村旺爱心
扶贫基金”，消费者在平台上每消费
一笔订单，“村村旺”将向该基金捐
出1元，用于扶持贫困区县及贫困农
户。

此次电商节启动仪式上，“村村
旺”还与多家企业、示范基层社、示
范网点达成了战略合作。包括：“村
村旺”将依托美菜网300多个城市
网点，苏宁集团旗下的苏宁小店、
苏宁拼购、苏宁易购等平台，宝能
集团旗下悠宝利、万麦、东市西市等
商超品牌，多渠道布局，让更多消
费者能便捷购买到重庆的特色农
产品。

我市首届“村村旺”消费扶贫电商节启幕

你每消费一笔订单 平台捐出一元扶贫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宽阔的江面，波光粼粼的江水，就在乘
客们惬意地欣赏着美景时，不料危险来临。

突然，一艘满载着乘客和车辆的滚装
客船，与相向而行的集装箱船发生碰撞，紧
接着一系列险情发生：人员遇险落水、船舶
起火及燃油外溢、集装箱沉没……

11月15日上午，一场“惊险”的长江干
线水上联合搜救演习在重庆涪陵区黄旗码
头水域拉开，演习的主题为“关爱生命，共
护平安绿色长江”。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接到求救电话，
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救助，并启动了I级
应急响应。

一场大规模“生死大营救”行动由此展
开：新型救援无人机向遇险人员远程投送
救生圈，海巡船释放智能救生设备；救援人
员打通水上生命通道，抢救落水人员，转移
伤员；无人机空中投放投射干粉协助灭火，
无人船赶赴现场救援……

面对险情，来自交通运输系统和重庆
市的31家单位、32艘船艇、300余人沉着
冷静，规范操作，有序应对、协同作战。

应急指挥艇、海巡艇、航道测量船、航
标船、自航式收油船、消防船、环保监测船、
消拖救援两用船等各类设施先进、实战能
力强的专业船舶集体亮相，各展其能。

航道多波束扫测、自主遥控水下机器
人、工业级消防救援无人机、智能救生器等
一大批高新技术和装备首次集中应用。

仅用了90分钟，参演人员就有效完成
了落水人员搜救与遇险人员转移、船舶灭
火救援、船舶溢油处置、航道应急抢通、深
潜设备远程快速投送、沉物打捞等6个演
习科目的演练。

“此次演习是一次水上应急救助多科目、
各方搜救力量全集结、专业船艇及先进装备
技术全展示的‘实战’演练。”中国海上搜救中
心负责人表示，演习动员了政府、行业、社会
等多方搜救力量，展示了长江干线条块结合、
专兼结合、协同作战的水上搜救优势，对于提
升长江干线应急救助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水域清洁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演习由交通运输部与重庆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交通运
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重庆市交通局和重
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直击长江干线水上联合搜救演习
一大批高新技术和装备首次集中应用

11月15日上午，涪陵区黄旗码头水域，长江干线水上联合搜救演习现场，消防船和大
马力多功能救助拖轮协同灭火。 记者 罗斌 摄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11月15日，“三社”融合
发展论坛暨2019年首届“村村旺”消
费扶贫电商节在重庆举行。来自全
国供销系统、相关金融机构、农业产
业、学术、政府等各界人士齐聚一堂，
就如何有效整合生产、供销、信用等
为农服务资源，实现“三社”融合发展
展开讨论，为我市“三社”融合如何助
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提供新思

路。据了解，我市目前已培育了360
个“三社”融合示范点。

“三社”即供销社、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信用社，它们是服务“三农”的三
大主体。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三者
各自为政，难以形成服务“三农”的合
力。此次论坛以“全面推进‘三社’融
合发展，高质量发展农村电商，助力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为主题，设置
了主旨演讲、主题沙龙、论坛小结等

环节。
浙江省供销合作社主任邵峰在

发表题为《“三位一体”改革与“三农”
治理创新》的主旨演讲中表示，大力
推进农合联建设应做好三点：有机融
入供销服务，创新壮大农合联供销服
务功能；着力推进“内聚—协同”，建
立健全农合联生产供销信用服务功
能；积极推进“外联—协作”，不断丰
富农合联为农服务功能。

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
主任李洪义介绍，自重庆市全面实施

“三社”融合以来，重庆市供销合作总
社已在全市培育了360个“三社”融
合示范点。目前，我市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发展提质提速、与农民利益联结
更加紧密、农民组织化程度大幅提
升、参与乡村综合治理的成效更加明
显。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推进
‘三社’融合的关键所在。”李洪义认
为，要实现“三社”融合发展，还应畅
通城乡双向流通服务渠道，促进小农
户与大市场有效对接；稳妥开展农村
合作金融服务，增强“三社”融合发展
金融保障能力等。

“三社”融合发展论坛在渝举行

重庆已培育360个“三社”融合示范点

本报讯 （记者 戴娟 实习生
徐闻禧）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总结宣讲经验，培训宣讲
骨干，部署全会精神的宣讲工作，11月
15日，我市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理论宣讲骨干培训班。

会议代颁中宣部2019年基层理
论宣讲先进集体奖牌、先进个人和优
秀理论宣讲微视频证书，传达了中宣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研讨
班有关精神，同时对《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决定》的说明进行系统学习。

根据安排，下一步我市各区县将
组织基层理论宣讲人员进企业、进农
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开展对

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在全市掀
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市委党校、重庆市社科院和高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等单位，将围绕制度理论
和全会精神开展研究阐释，形成一批
选题和成果。

重庆举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宣讲骨干培训班

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目前部分楼栋已改建完成。
本组图片由记者龙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