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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村民过上好日子
——记大英县人大代表、“种桃大户”谭斯列

正是鲜桃成熟时节，走进四川大英县

卓筒井镇桃区，山坡上桃园片片，密结的

桃子压颤枝。丰收的桃园里，每天都有近

50 辆卡车拉货，忙碌的村民喜笑颜开。

“看，这个桃子至少有三两，今年我这 10
亩多的桃子预计能卖 7 万—8 万元。”为干

屏村 2 组贫困户严昌元在自家的果园里

兴奋地述说着丰收的喜悦。

可就在 3 年前，严昌元因在外打工不

顺利、家属又有残疾，对生活没有一点期

待，家里的日子也越发艰难。“多亏了谭

代表啊，要不是他鼓励我发展桃种植，免
费教给我种桃技术，还给我作技术指导，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还在哪里打工哦。”回
想起以前的日子，严昌元一脸感慨。

严昌元口中的“谭代表”就是大英县
人大代表、卓筒井镇有名的“种桃大户”
谭斯列。

苦研技术
他是远近闻名的土专家

“ 我 想 找 个 项 目 ，带 动 老 家 村 民 致
富。”2006 年 8 月某天，在北京某建筑工地
干木活的谭斯列，在与老战友聚会时，吐

露了自己的心声。当年 10 月，得知老家

卓筒井镇三兴村将大力发展油桃产业，他

毅然放弃待遇还不错的“工作”，回到家

乡准备大干一场。

彼时，该村以“公司 +农户 +协会”的

模式发展油桃种植，但因公司管理不善，

技术指导不到位，该村油桃品质不佳，也

没有销路。油桃卖不出去，加之没有相应

的技术指导，村民们怨声载道，只能望着

成片的油桃叹气，大家种植信心受到严重

打击。但谭斯列并没有气馁，认准了油桃

种植这条路，他便一头扎进了油桃种植技

术的学习中。

他每天早出晚归，白天搞好种植管

理，晚上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同时向县上

聘请的专家、镇县农技员请教油桃产业

管理相关知识，并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

各类培训，较全面掌握了油桃种植的一

整套技术。就这样，他靠自己勤劳的双

手、灵活的头脑，成为村民心中的土专家

和致富能手。 2007 年，他种植的 3 亩多

油桃实现收入 2 万余元。经过多年努力，

桃子的种植面积也发展到 10 多亩，亩产

值超过 1 万元。近年来，他与儿子还在周

边区县流转土地 100 余亩，誓要将鲜桃种

植进行到底。

在稳步发展的同时，谭斯列并未就此

满足。他将学到的知识结合自己的经验，

摸索出一套简便易学的技术，在田边、在

村委会、在家里举办培训班，向其他村民

传授油桃管理知识、各种常见病防治技

术，向村民宣传党的富民政策，靠自己的

双手，科学种植，依靠科技致富，让三兴

村村民都懂得了油桃嫁接、修枝等技术，

短时间内就突破了种植技术难题。

会种还会销，才是致富道。每年到桃

子快成熟的前一个月，谭斯列就挨个地给

油桃果商打电话，先了解收购大概价格，

再与村委、村民代表商议一个适中的价

格，让果商、果农都满意。

在谭斯列的影响下，无论是田间地

头、山坡土埂，还是房前屋后，桃区 9 个村

家家户户都种上了桃树，4098 户 11976 人

（其 中 贫 困 户 408 户 629 人）吃 上“产 业

饭”，并带动安居区拦江镇 12 个大队发展

鲜桃种植。更多的人也选择回到家乡发

展产业，卓筒井镇桃果种植历经十余年的
发展，种植规模已突破万亩，桃树的种类
更多达百余种，而桃子的品质也成为市场
标杆。

倾力解难
他是尽职履责的好代表

2011 年底，谭斯列因在卓筒井桃产业
发展中的贡献突出，被选举为大英县第四
届人大代表，并于 2016 年连任大英县第
五届人大代表。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他更
愿意帮助群众解难事。

安乐村贫困户吕大银，因家属残疾、
自己也有腿疾，生活十分困难。得知情况
后，谭斯列主动找到吕大银，给他讲政

策、讲技术，鼓励他发展鲜桃种植，给他

提供技术，指导他疏花、疏果、修剪、防病

治虫……如今，吕大银的桃园亩产也能达

到 7000 余元。

而只要是卓筒井镇桃区，无论哪家、

无论何时，有任何技术问题找到谭斯列，

他总是第一时间放下手中的活计，奔赴求

助现场，帮助果农解难题。此外，村里婆

媳闹矛盾、邻居产生纠纷，上前调解的也

总是他。

说起人大代表的身份，谭斯列说，每

一次以这个身份参加活动，他都很激动。

担任县人大代表以来，他提出了完善桃区

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大桃树种植面积，

探索农旅结合模式、发展庭院经济等建

议。而最令他津津乐道的是一年一度桃

花节的举办。

桃树能产果，也要开花。如何扩大果

农经济效益，让卓筒井鲜桃品牌名气更响

亮，谭斯列认为应该在桃花上做文章，大

搞旅游经济。通过前期调研，他了解到卓

筒井镇桃区发展乡村旅游有基础、有条

件。于是，他提出了探索将产业和旅游相

结合的模式，发展庭院经济的议案。“经

过讨论后，事情很快得到了回复，县委县

政府决定每年于桃花盛开时节，在卓筒井

镇桃区举办桃花美食节。”桃花美食节的

举办不仅改善了桃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增

加了周边群众的经济收入，更进一步打响

了卓筒井镇桃区的品牌。

“卓筒井镇种桃树 10 多年了，应该鼓

励老百姓有序地更新现有桃树品种，这样

才 能 保 证 桃 子 的 品 质 ，增 强 市 场 竞 争

力。”目前，谭斯列正将目光投向桃区桃

树品种的更新换代上，新的议案正在草拟

中。

“能够成为人大代表，这对我来说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谭斯列说，感觉自

己做的事还很不够，以后会继续立足岗

位、履职尽责，带领村民们过上更加美好

的生活。 （全媒体记者 刘佳利）

陕西省汉中市学习考察大英砂石改革工作

引进先进管理方式加快改革进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佳利）7 月 1 日，陕西省汉中

市考察团一行 8 人，来到大英县考察学习砂石资源改革工

作。副县长杜锐及砂改相关部门、回马镇相关负责人陪同

考察。

考察团一行实地考察了原双河砂石厂及大英县雄伟

砂石公司标准化厂房生产现场，认真观摩了涪江回马段岸

线修复、复垦复绿及标准化工厂生产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杜锐介绍了大英砂改进

程，各级各相关部门就在砂改中所做的工作及心得体会进

行了发言。双方就砂石资源规范经营管理中的一些具体

问题进行了互动学习交流。考察学习团认为大英县砂石

改革工作领导高度重视、部门团结协作、宣传声势强大，有

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考察团表示将把大英的好经验、好

做法带回去，不断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加快汉

中砂石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进程。

邓兰英到联系村调研督导
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佳利）6 月 27 日，副县长邓兰

英到联系村玉峰镇红苗子村，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在红苗子村会议室，邓兰英与该村帮扶部门、驻村工

作队及村三职干部座谈，详细了解该村“两不愁三保障”回

头看大排查工作开展情况及各级检查、巡查、验收反馈问

题整改情况。她要求，要按照实事求是原则细致开展回头

看大排查工作，全面真实反映问题，并落实好整改措施。

要注重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展扶贫产业，促进村民稳定

增收。要切实发挥村监委会主任监督作用，确保资金使用

程序规范、公开透明。

调研中，邓兰英还来到联系户李根林、唐安真家中，详

细了解他们近期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各项扶贫措施落实情

况，勉励他们要在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和扶贫工作队的帮扶

下，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用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

张华声督导县交警大队电
动三（四）轮车整治工作落实情况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6 月 28 日，副县长、县

公安局局长张华声带队到县交警大队督导检查电动三

（四）轮车整治工作落实情况。

张华声一行通过到多个路口进行查看，并听取了交警

大队大队长胡杰关于电动三（四）轮车整治工作的情况汇

报，对县交警大队工作落实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

张华声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定工作信心，

克服疲劳厌战麻痹情绪，严格按照《大英县电动三（四）轮

车集中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工作要求，全力做好辖区电

动三（四）轮车治理工作；要积极联合交运局、县市场监管

局、县经科局等部门，对辖区生产、销售和改装电动三

（四）轮车的店铺、辖区电动三（四）轮车基本数量、驾驶人

基本情况、社会关系等进行摸底排查，并登记造册，为整治

工作打好基础；要加强警务部署，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

率，通过定点查处和流动巡逻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县医院、

火车站、农贸市场、大型商场等重点路段的电动三（四）轮车

管控力度；全体民（辅）警要不断提高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

佩戴齐全安全防护装备，切实做到严格规范执勤执法，确保

自身安全；要合理利用网络宣传的优势，充分借助各类媒

体媒介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活动，提升交管工作

的社会知晓率，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交通素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6 月 26
日上午，由县食安办牵头，县市场监管

局、县教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公安局

等部门联合开展的食品安全集中宣传

活动在新区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展板、

发放宣传资料、发放小礼品等方式，向

群众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并设立咨

询台为群众提供食品安全知识及法律

法规的咨询，宣传讲解了常见的饮食误

区、保健食品十大骗术、如何辨识假冒

伪劣食品、预防野生蘑菇中毒等内容，

同时公布 12315 投诉举报电话，鼓励群

众积极维权。

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还在

现场开展食品快速检测，围绕瓜果蔬

菜、鱼、肉等食用农产品，提供免费检

测，重点检测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非法

添加等项目，让群众“零距离”感受食品

安全监测手段，让广大消费者买得放

心、吃得安心。

此次活动，共设置宣传展板 15 块，

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60 余次，为群众免费提供食用农产品检

测服务 25 次，切实提升了群众对食品安

全的关注度。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李天乾表示，今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是“尚德守

法，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大英通过

集中举办宣传启动仪式，在仪式上开展

真假食品对比，接受消费者食品安全知

识咨询；把食品安全知识的短片制成光

碟发放到各个村组，进行播放宣传；开展

食品安全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

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等形式，努

力构建党委政府履职尽责，监管部门各

负其责，食品生产企业尚德守法，社会各

界广泛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大英召开食品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亮）6 月 28 日晚，大英经济开发区、

大英县总工会主办，大英鸿建商砼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等承办

“咱们工人有力量”首届工人文化艺术节开幕。县委书记胡道军，

县委副书记、县长胡铭超，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朱俊华，县政协主

席张钰以及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出席开幕式晚会。

胡道军宣布“咱们工人有力量”首届工人文化艺术节开幕。

胡铭超致开幕辞。胡铭超说，工业是立县之本、强县之基。

近年来，大英县始终把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紧抓不

放，坚持政策向园区倾斜、投入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聚，

成功创建为四川省工业强县示范县，工业集中发展区成功获批

省级经济开发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广大企业家艰苦创业、

创新实干的结果，是全县工人朋友辛勤付出、无私奉献的结果。

咱们工人有力量，产业振兴有希望。胡铭超希望，各企业

家、广大工人朋友、工业战线的同志们，立足加快建设成遂协同

发展先行区战略部署，与县委、县政府同频共振，唱响“劳动最

光荣”的时代主旋律，聚力发展壮大能源盐化工、化学新材料、

汽车零部件及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打好高质量发展攻坚

战，争做产业升级排头兵，努力在壮大省级示范开发区、助推大

英发展新跨越中，再展身手、再立新功。

文艺汇演在大英经开区带来的合唱《五星红旗》《共筑中国

梦》中拉开帷幕。舞蹈《盈园观荷》《江南烟雨》，器乐合奏《印象

中国》《新茉莉花》，脱口秀《酒壮英雄胆》等节目轮番上演，使得

文艺汇演精彩不断、高潮迭起。

整场演出以歌舞、诗朗诵、大合唱等艺术形式，讴歌了伟大

的党，赞美了强大的祖国，节目气势恢弘、歌舞交融，台下人头

攒动、掌声如潮，充分展现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的浓浓深

情。

本次艺术节将开展书画、征文、演讲等 11 个主题活动，历时

长达 3 个月，将全面集中展现工人朋友风采，进一步弘扬创业精

神和工匠精神，彰显企业形象，展示工人风采，激发劳动热情和

创造活力，充分调动全县工人朋友和广大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奋斗新时代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工人文化艺术事业

繁荣发展，为加快建设“成遂协同发展先行区、全国知名旅游度

假目的地”贡献工人力量。

大英县首届工人文化艺术节开幕

森帝汽配带来的歌舞《我和我的祖国》

台下观众观看表演

省经信厅带来的器乐演唱《映山红》

佳世特橡胶带来的舞蹈旗袍秀《招待》

盈德园环保带来的舞蹈《盈园观荷》

邦维高科带来的表演唱《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