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朝碧（左三）在走访群众。 通讯员 周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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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委书记说

石柱县紧扣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石柱视察时的重要
指示精神，将主题教育与脱贫攻坚
结合起来，以脱贫攻坚实效检验主
题教育成效。

聚焦目标任务，我们紧盯未脱
贫人口、中益乡和 15 个深度贫困
村，深入推进“四个深度发力”，抓
紧补齐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
和饮水安全短板，成功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全部动态清
零。聚焦各类问题，我们举一反三
深化问题排查，强力推进整改，目
前，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
见项目化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制
度 清 单 分 别 整 改 完 成 99.89% 、
100%、100%。聚焦提升脱贫质量，
我们大力开展“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动态预警监测，加快建立稳
定脱贫长效机制。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书记蹇泽西：

高校书记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
坚持把解决问题、推动学院发展作
为主题教育的落脚点，我们开展了
专题党课36场，集中学习57次，组
织专题研讨座谈16次，举行“我的
航天梦”演讲比赛、“歌唱祖国”歌
咏比赛、“垃圾分类新时尚”等实践
活动 21 次。班子成员深入教学、
管理一线调研37次，提出204项行

之有效的整改措施。
通过主题教育，我们全院凝聚

力战斗力不断提升。11月，学院被
授权为全国“无人机驾驶员及民用
无人机系统专业工程师培训中
心”，学院士官学院在“全国火箭军
首届定向培养士官电工电子技术
竞赛”荣获二等奖3项，主题教育成
果正在不断助推我们高质量发展。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赵晓峰：

基层书记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结合
实际和走访调研中收集的群众意
见和建议，先后梳理出基层党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12 个调研
专题，汇总 45 条亟待解决的具体
问题。

我们坚持调研整改、边学边查
边改，推动主题教育成果有效转
化。目前，我镇脱贫攻坚领域巡视
整改、产业发展遗留、基础设施短

板等 36 个问题已得到全面整改。
同时，我们还结合自身优势，从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两大根本任务着
手，切实做好“产业兴旺”文章，规
模发展柑橘基地 5000 亩，优化粮
经作物结构比达到3:7。重点打造
神龟峡旅游、阿蓬江柑橘等农旅品
牌行动也正着力推进，全镇呈现出
健康、快速、可持续的良好发展态
势。

黔江区阿蓬江镇党委书记王燎：

群众说

我是一个低保贫困户，今年8
月底，我突发胃出血后昏迷，妻子
远在新疆打工，70 多岁的老母亲
把求助电话打到了村医和驻村干
部那里。他们知道后马上就联系
救护车送我到区医院治疗。经过
5 个小时的抢救，我苏醒了过来，
但12万元的医疗费却让我家再次

陷入困难境地。
主题教育开展以后，镇村干部

们多次到我家走访，告诉我建卡贫困
户可以享受大病住院政策，剩下的部
分还可以申请区里的应急救助基金，
让我安心把身体养好。村里、镇里的
干部们对我十分关心，全力帮我争取
政策和救助，帮我渡过难关。

大足区中敖镇观寺村村民张尚乾：

主题教育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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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从某种程度上讲，糖尿病还是吃
出来的。管住嘴、迈开腿，血糖是能控
制好的！”11月25日，在大渡口康乐养
老院，大渡口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廖庆
斌正在给老人们讲解糖尿病的相关知
识。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廖庆斌第一次
进社区了。今年9月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大渡口区人
民医院组建了“义渡天使”志愿服务队，

进社区、进企业义诊，服务群众3200多
人次。

“廖医生，你有点好耍哟！”廖庆斌
是“义渡天使”志愿服务队的一员，风趣
的他很受老人欢迎。

“我好耍可以，但糖尿病不好耍，它
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血糖高一点，严重
的眼底会病变，到时看都看不到了，更
莫说打麻将了。”顺着老人的话，廖庆斌
仍不忘他的科普。

讲座结束后，廖庆斌和同事们为老
人们进行义诊，解答疑难病症。“老年人

是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的‘重灾区’，
所以我们将科普重点放在慢病上。”廖
庆斌说，通常，这些慢病与生活方式密
切相关。在外人看来，他说得很细，甚
至有点啰嗦。

除进社区、进企业外，大渡口区人
民医院党委还积极组织党员开展志愿
服务，每天都会有1名党员在门诊大厅
为群众提供导医导诊服务。

11月初的一天，轮到该院病案室
副主任医师谭晓桃开展志愿服务
了。上午10点多，她发现一名男子捂

着肚子，刚进门诊大厅就疼得在地上
打滚。

谭晓桃赶紧上前将其搀扶起来，挂
号、拿药、缴费等等“跑腿活儿”谭晓桃
忙着应对。原来该男子结石突然发作，
独自来就诊，直到输上水，其妻子才赶
到医院。此情此景，两口子对谭晓桃感
激不尽。

“开展主题教育以来，我们每名党
员都要当半天志愿者，为群众服务。”大
渡口区人民医院有关负责人说，该院现
有76名党员，每名每年都要服务2-3
次。

此外，针对困难群众，该院还开展
“健康护航”行动，“一对一”结对帮扶困
难群众32人次，救助金额30万余元，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

“义渡天使”进社区 为民服务送健康

□本报记者 罗芸

“这回政府帮我们解决了‘卡颈子’
的事，一句‘感谢’根本表达不全我们的
谢意！”昨日，綦江区三江街道寨门村村
民霍仁伟告诉记者，自己抱着试一试的
态度反映公路通而不畅的问题，没想到
很快就有了回音。

三江街道辖区内既有大面积的农
村，又有大量的破产企业，群众工作难
度较大。在主题教育中，街道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进行分类处理，在财力有
限的情况下，竭尽全力解决群众的急
忧盼。

拿到房产证，42户居民
安心了

整整11年了，三江街道雷园路联
建房居民肖朝夏终于能安稳地睡上好
觉了，因为她花大半辈子积蓄买的房

子，终于有了房产证。
2008年，肖朝夏和其他41名居民

买下了由喻某领头修的联建房，在三江
镇上安了家。

没想到，房子刚竣工，喻某就因债
务问题“人间蒸发”。由于缺乏相关手
续，这40多户居民一直没拿到房产证，
不断上访。

今年，这件事作为街道重点处理
的“难事”，被列入重点问题清单。在
多方询问、查找原始证件无果后，街道
工作人员循着蛛丝马迹，通过公安机
关找寻到了喻某下落，并拿到了喻某
建房时的立项手续、缴纳的房屋配套
费等单据，目前已帮近40户居民办理
了房产证。

“办房产证是群众的大事，也是一
件难事。”街道办事处主任潘德全坦陈，
只要有为群众服务的细心和耐心，再难
的问题也能解决。

多方协调，四百余名群众
告别“乘车难”

由于地形原因，三合社区的公交站
位于两个较大的居民点之间，居民要坐
车都要走上至少500米。在倾听群众呼
声的“坝坝会”中，社区不少居民反映的
乘车难问题，也被纳入街道议事日程。

为此，街道主要负责人多次与区相关
单位和公交公司协调，找到了两个方便群
众出门的地址作为备选，征求群众意见。

“没想到，备选站点土地的所有者
都表示，愿意把地拿出来修公交站，一
分钱也不要！”街道办副主任罗伟说，目
前，公交站正在修建中，建完后可方便
周边四五百名群众出行。

分步实施，41所公厕
整治有了时间表

“原来在外边找厕所，用鼻子闻就

行了！”重钢四厂社区居民李晓文说，现
在找厕所，得看哪个房子修得亮敞。

在公厕不远处住了几十年的李晓
文说，老公厕经过整治，里外贴上了瓷
砖、有了冲水设施，现在基本上闻不到
味道了。

公厕的老旧问题也是群众反映的
热点之一。由于改造一所公厕要20万
元左右，街道要同时改造辖区内全部的
41所公厕有相当大的困难。

经过街道人大代表和社区居民的考
察、投票，街道将这41所公厕按状态、使
用程度等分成三批开始进行改造，预计
每年解决13座左右，得到了群众点赞。

街道党工委书记吴秀斌表示，今年
以来，街道还实施了一大批民生实事工
程，如完成雷神店高速路口扩宽改造，
硬化农村公路68公里，改造365户C、
D级危房，新建或改建惠及8个村1万
余人的饮水工程等。

綦江区三江街道竭尽全力解民忧——

分类列出清单 分步逐一攻克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胡莉雯

“对党要有忠心、做事要有责任心、
对群众要真心、对工作要细心……时刻
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实干、实干、再
实干……做群众的贴心人。”11月18
日早上6点，蒲朝碧打开笔记本，又开
始写日记。

蒲朝碧今年56岁，是九龙坡区陶
家镇锣鼓洞村主任。从2007年担任村
干部以来，她就养成了每天早上写日记
的习惯。

12年，蒲朝碧写了26本日记，从
记录事情到倾诉委屈，再到反思工作。

小日记有大情怀。26本日记，反
映了一位基层干部坚守初心的心路历
程，记录了一名村干部的成长轨迹。

好记性也不如烂笔头儿

蒲朝碧写日记，还得从当村干部后
第一次挨骂说起。2007年，原石堡村
和锣鼓洞村合并成锣鼓洞村后，差一名
会计，镇里想到了既有高中文化，又是
党员的蒲朝碧。

当时，锣鼓洞村正落实农转非政
策。上任村会计后的蒲朝碧按照政策
计算，通知村民任某一次性缴清2.5万
元现金，到年龄后每月可领500元养老
金，而且逐年递增。

可晚上核对资料时，她发现为任某多
算了4500元。她第二天一早便登门解
释，没想到一开口便挨了对方一阵痛骂。

“你想贪污这4500块钱！”这位村
民说。

……
蒲朝碧与丈夫也算是做工程的老

板了，当村干部后却受这样的委屈，蒲
朝碧哭了。

“只是算错了而已，怎么说是贪污
呢？何况钱都没还交！”蒲朝碧告诉记
者，说当时很想不通，当村干部不仅待
遇低，还要挨骂。

蒲朝碧的公公当过村干部，婆婆也是
党员，二老安慰她，做群众工作既要有责
任心，更要细心。公公建议她：“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啊，你要有记日记的习惯。”

当时的村主任陈尧祥也开导蒲朝
碧，做农村工作，一要细心，不能让村民
觉得上了当、吃了亏；二要多进院入户
打交道、建交情，人不熟，讲什么理都不
好使。

蒲朝碧静心细想，如果自己没算
错，任某也不会骂人。她意识到，事情
都是因为自己工作不细心引起的。当
天晚上，她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

“……我记性不好，给任某讲错了

一个数字，被她一通大骂。当村干部太
难了，说错话都好恼火哟……”凌晨醒
来，蒲朝碧打开笔记本，写下了担任村
干部以来第一篇日记，“以后做事一定
要细心、脚踏实地……”

这之后，蒲朝碧养成了记日记的习
惯。要向群众宣传的政策，她先在日记
本上准备好讲的内容，涉及到村民的账
目，她在见面前先算好，一笔一笔记录
在笔记本里，到时再一五一十讲清楚。

打开蒲朝碧的笔记本，有用红笔写
的、有画双横线的、有打圆圈符号的，这
些都是为了防止忘记、记住需要强调的
重点，或者要立即着手办理的事项。她
告诉记者，从坚持写日记以来，自己再
没用错过政策、算过错账。

工作中的委屈写日记倾诉

4年基层工作，蒲朝碧逐渐赢得了
领导和群众的信任。2011年，她被村
民选举为村委会主任。

就在当年，陶家污水处理厂落户锣
鼓洞村。附近群众的房屋因施工放炮，
造成不同程度的开裂，群众意见很大。
蒲朝碧走访后发现，这件事涉及30多
户村民的房屋，这些房屋大多是土墙
房，有的原本就开裂，有的确实是放炮
所致，如何鉴定、怎样赔偿都是个棘手
的问题，处置不当，既会影响施工进度，
还会引发村民集体上访。

“我们只认陈尧祥，你蒲朝碧我们
不认识！”第一次调解，村民与施工方在
定损和赔偿标准上分歧太大，不欢而
散。临走时，带头的村民刘某指着蒲朝
碧的鼻子威胁：“如果我们拿不到钱（补
偿金），跟你没完！”

一整天，刘某的话都在蒲朝碧耳边
萦绕。但工作中的委屈，蒲朝碧不敢向
丈夫罗祖文讲。因为丈夫一直认为，女
儿毕业工作了，他们也小有积蓄，没必
要去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我是来帮大家的，当村主任
也是大家选出来的，啷个能说认不到我
呢……”夜深人静，丈夫已呼呼入睡，蒲
朝碧的眼泪浸湿了眼角。清晨，她打开
日记，写下了自己的委屈。在日记中倾
诉后，她感觉轻松了很多，又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

老百姓的诉求，用眼泪解决不了问
题，更不能绕开不管。得益于做建筑工
程的经验，蒲朝碧想了个办法，将纸张
贴在村民墙壁的开口处，如果放炮过后
纸张破裂，就说明是炮震造成的。裂口
越大，表明受损越严重。

村民和施工方都觉得这个办法客
观公平。后来，蒲朝碧主持了10多次
协调会议，最终确定了赔偿标准。就在
当年春节前，受损村民都拿到了比较满
意的补偿金。

“蒲村长在吗？”春节后上班第二
天，刘某与13位村民“冲进”村委会办
公室。蒲朝碧被这伙人震住了，心想他
们又为炮震补偿闹事来了。可蒲朝碧
还没来得及开口，72岁的刘某就向她
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我专门来
给你赔礼道歉的，当面说声谢谢。”

蒲朝碧惊呆了，语无伦次不知道说
什么好，泪水却在眼眶里打旋旋儿。5
年村干部工作生涯，这是村民们第一次
主动、正式地向她说“谢谢”。

“我有些心酸，但更多的是感动。
大家从最开始的不认同，到感谢我，这

让我找到了工作的存在感和成就
感……”又一个清晨，蒲朝碧打开了日
记本，写下委屈后的感动，“作为村干
部，一定公平公正做事，保护好群众的
合法权益，这样才能在村里立得住脚。”

日记见证基层干部的初心

“修不好这条路，我对不起自己，更
对不起大家。”2013年4月12日，蒲朝
碧在日记中写到。这条路指的是原石
堡村到锣鼓村（石锣公路）的道路。当
年，她嫁到石堡村就感叹，“要是有条公
路该多好！”

因为没有路，原石堡村6个社800
多位村民出行靠走，种的花椒、柑橘还
要担到锣鼓洞去卖。但这条长2.4公
里道路涉及140户村民、120亩土地，
大家又舍不得占用自家土地，加上要跨
越襄渝铁路，修路的事儿一再搁浅。

就在蒲朝碧一筹莫展时，村里一位
老人突发疾病，因步行1小时山路耽误
了抢救时间去世。蒲朝碧趁势召开院
坝会动员群众，最终，大家同意不要土
地补偿、不要青苗费，支持修路。与此
同时，铁路部门也同意修路。

2013年8月8日，石锣公路动工，
2014年8月开始硬化，2015年正式通
车。

现在，石锣路沿线土墙房变成了新
楼房，柑橘、花椒产业规模更大了、效益
更好了。

蒲朝碧写日记的习惯还在坚持，
12年来，她一共写了26本日记——

2012年7月14日，她写道：五保户
向某给我说，他要去找亲戚，需要路
费。我关照了他。

2008年4月24日她写道：下着大
雨走访15社83岁的低保户刘宗福。

2019年9月9日她写道：像他（村
民杨维伦）这样的困难群众，我以后要
多照顾。

……
“关照、走访、照顾等字眼背后都是

真金白银的帮助。”锣鼓洞村党支部书
记李燕称，蒲朝碧有个习惯，下村前钱
包里都要放上几百上千的现金，遇到困
难群众，她都会给个三五百元的，“我们
共事5年，仅仅我晓得的，她都至少送
出去1万多元。”但日记里，蒲朝碧从没
记录捐款的事。

“有工作、有委屈，有心愿、有温
情。”陶家镇党委书记杨业看过蒲朝碧
的日记。他说，这些日记，从记录工作
开始，到宣泄情绪，再到思考工作、表达
感悟，鲜活、真实地记录了一位基层村
干部的成长轨迹，生动展示了一位共产
党员初心萌芽、提高、升华的心路历程。

12年26本日记勾勒出她的成长足迹
——九龙坡区陶家镇锣鼓洞村主任蒲朝碧坚守初心的故事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胡莉雯

如今，在非洲猪瘟侵袭的情况
下，谁家要是有几头大肥猪，会让
人格外羡慕。11月21日，重庆日
报记者在垫江县鹤游镇长坡村采
访时发现，脱贫摘帽的许文兴家
中，15头母猪安然无恙、50头中猪
长势喜人、90头仔猪乖巧可爱、40
头生猪年底出栏！

“为啥你养的猪不怕疫情？”面
对记者的提问。许文兴说，在当地
镇村干部的帮助下，他用三招打赢
了猪场保卫战。

许文兴53岁，与妻子黎秀育
有两个儿子。老二念小学花费不
多，可老大上大学每年开支要3万
多元。许文兴本是砖工，患上腰椎
盘突出后，再不能干重体力活儿。
2015年，许文兴一家被精准识别
为建卡贫困户。

“怎样才能挣钱呢？”许文兴的
目标不仅仅是脱贫，他要挣更多的
钱供两个儿子读书。许文兴在思
索，镇村干部也在为他想办法。他
最后决定，“养了一辈子的猪，还是
喂猪熟悉点。”

许文兴要喂猪，镇里便送他到
县里接受养猪技术培训，不交学
费，包吃包住，每天还有40元的补
助。40天学成归来，许文兴不但
掌握了养猪技术，还学到了不少经
营理念——从小本经营开始，自己
喂母猪繁殖仔猪，慢慢扩大养殖规
模。

2016年，许文兴从4头母猪
起步，开始了他的养猪事业。到
2017年，他养的母猪达到了10多
头，全年出栏生猪100头，一下子
就脱了贫。

去年，许文兴的养猪规模近
200头，资金吃紧。为买饲料，镇
里立即帮他协调贷款15万元。

许文兴说，猪瘟让养猪风险增

大了，但如果挺过这一关，行情肯
定不错。

猪场保卫战打响后，许文兴的
第一招就是自己喂养母猪繁殖仔
猪。从4头母猪发展到20多头母
猪，许文兴的养猪规模最大时达到
250头，但他坚决不外购一头仔
猪。

随着疫情的发展，许文兴也在
考虑如何把风险降到最低。在许
文兴的养猪场，母猪产的仔猪，除
了供自己养猪场喂养，还卖给邻
居。他担心，人来人往会导致疾病
传染，便想到了为母猪“分家”，这
是他打赢猪场保卫战的第二招。

许文兴将养猪场划分成两个
养殖区，妻子黎秀负责喂养专门为
邻居提供仔猪的9头母猪，他自己
负责喂养剩余的母猪和其它生猪，
决不交叉管理。

许文兴负责的养殖区母猪和
生猪数量多，从饲料准备、清扫粪
便等工作量都很大。特别是母猪
产仔，一呆都是四五个小时，但他
都是坚持自己一个人完成，决不让
黎秀迈进半步，外人更是不允许进
入。而且，他每次进出养殖区，都
要严格消毒，换上工作服，这是他
用的第三招。

黎秀告诉记者，她的养殖区
“覆灭”后，许文兴对他自己负责
的养殖区实行更加严格的封闭式
管理，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准靠
近。

今年，许文兴安排妻子负责田
地里的活儿，种了10亩玉米、10
亩红薯，产量分别达到1万斤。现
在，他还学会了用玉米、豆粕、糠麸
等配兑饲料。许文兴说，选用饲料
也要讲究，一是最好用正规厂家的
饲料；二是自己用粮食配对饲料；
三是母猪、仔猪多喂点青饲料。

“为助他打赢猪场保卫战，我
们也为他落实了生猪保险。”鹤游
镇党委副书记胡昌田告诉记者，今
年上半年，许文兴出栏了100头生
猪，偿还了10万元贷款，基本实现
了稳定脱贫。

三招打赢猪场保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