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浩 通讯员 周
叶玲）为适应当前工作新节奏新要求新
常态，助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工作有
序开展，近日，彭水自治县保家镇政府
组织全体职工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针对当前工作中出现的工作忙而不
力、推而不快、做而不佳现象，及少数职
工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畏难情绪、不
主动承担履职尽责行为进行了集中整

治。
今年以来，保家镇严格要求干部树

立四种形象：精神抖擞、言谈举止得体、
遵章守纪、工作作风务实。在日常各项
业务工作中坚持八个到位：政策文件解
读到位、目标任务分解到位、措施方案
制定到位、责任人员明确到位、具体工
作布置到位、时间进步把关到位、督查
考核到位、追责问责执行到位。

通过系列举措加强作风整治，目前
广大干部加强自我约束，守住底线守住
红线意识已经形成、主动履职尽责意识
不断提高、协同配合主动担当意识不断
增强。此外，各业务科室还充分进行资
源共享，主动对接并细化安全职责，对
工作跟踪督办落实到位。大家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服从安排对标对标抓
好脱贫攻坚工作。

酉阳教育系统

举办教职工篮球赛
本报讯（见习记者 文梅 通讯员 李风谷）7月

8日，由酉阳自治县教委、总工会、体育发展中心
联合举办的 2018年“园丁杯”教职工篮球赛，在
县体育馆开幕，共 90支代表队 1000余名运动员
参赛。

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由酉阳县桃花源中学
代表队对阵酉阳四中代表队。比赛中，双方运动员
充分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团结拼搏、勇创佳
绩”的运动精神，充分展示了全县教育工作者的竞
技风采。最终，酉阳四中代表队险胜县桃花源中学
代表队，取得开门红。

据了解，此次赛事将持续到 7月 15日，分别
在县体育馆、桃花源中学、桃花源小学三个场地同
时进行，分设男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采用混合
赛制及单循环赛制，分别决出男女组冠军。

彭水县郁山镇

开展精神障碍患者筛查
本报讯（通讯员 秦国强）近来，彭水自治县郁

山镇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工作，进一步加
强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和服务管理。

活动由彭水县康馨精神障碍医院牵头，镇综
治办、派出所、中心卫生院共同参与。此次诊断评
估工作中，专科医生现场评估患者共计 111人，
对 18名病情不稳定或者存在肇事肇祸行为的患
者实施了个案管理，并根据患者病情分阶段提出
康复计划，免费发放药品。同时指导卫生院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的防疫专干及村医在社区服务管理过
程中，如何逐步帮助患者恢复自我生活能力及社
会功能。另外，专科医生在指导过程中还提出相关
的护理及随访技巧，大大提高了各级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的防疫专干，在管理精神障碍患者过程中
的技术与能力。

此次活动，各部门统一部署，协调一致，及时
地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医疗救治、社会保
障救助等，为第一次明确诊断后的患者办理慢性
病证，为患者打开了“惠民、便民、利民”的大门。

秀山县钟灵镇

多举措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 姚华顺 通讯员 郎平艳）近日，

秀山自治县钟灵镇妇联联合计生、安监等部门，在
马路社区开展留守儿童暑期培训。

暑期培训班开设有家庭教育讲座、国学经典
诗词诵读辅导、行为习惯礼仪讲座、留守儿童内务
整理现场指导、安全知识讲座、课余作业辅导等课
程，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实践、有
益”的假期。

课堂上，工作人员、驻村干部、村支两委成员，
在开班仪式上从多方面为大家讲解关爱儿童健康
成长相关知识，并发放了《暑期安全防范告家长书》，
鼓励孩子们多参与家务，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课后，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发放跳绳、乒乓球拍
等体育用品，并与大家做起了互动游戏，鼓励大家
暑期也要注意锻炼身体。

石柱县悦崃镇

黄花产业带来经济收入
本报讯（通讯员 隆太良）株株萱草青翠欲滴，

朵朵黄花含苞待放。近日，笔者在石柱自治县悦崃
镇绿桃村 400亩黄花菜基地看到了丰收在即的
喜人情景。

今年以来，悦崃镇政府和驻村扶贫工作队以
及村支“两委”工作人员，多次到四川省渠县等地
考察，结合绿桃村平均海拔在 900至 1200米之
间，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森林植被良好，环境无污
染，非常适宜黄花菜种植和生长的实际，因此将黄
花菜作为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使黄花菜生
产由过去的房前屋后、路边地头栽植向大田栽植
转移，由分散套作栽植向规模生产连片栽植转移，
由副业生产向主业生产转移。

在今年春节期间，绿桃村以“公司 +基地 +
农户”的扶贫机制，发动群众开垦撂荒土地 400
亩，播种了 300万株左右的黄花菜种苗。按照订
单协议，黄花菜成熟时，公司按照每公斤 3.6元保
底价收购后进行深加工，今年预计黄花菜产值约
200万元，户均增收近4000元。

“现在正是黄花菜盛开时候，已吸引周边不少
游客前来观赏。特别是双休日，来黄花菜基地观赏
黄花的旅客络绎不绝。”绿桃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长刘滢雪告诉笔者，黄花菜产业同时带动
了绿桃村乡村旅游发展，全村 21家农家乐已开
门迎客，明年该村黄花菜种植面积将发展到 1000
亩，确保户均增收在8000元左右。

据悦崃镇绿桃村驻村干部周钦杨介绍，在黄
花采摘完毕之后，地里还将套种季节性蔬菜，进一
步增加农民收益，一个产业为村民带来了三份稳
稳当当的经济收入，成为了该村脱贫攻坚的支柱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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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华顺通讯员 张韦）
7月 9日，秀山自治县县委书记王杰主
持召开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 58次（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有关精神，研究全县
贯彻落实意见，审议相关议题。

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传达了全市党
政主要负责人学习贯彻《指导意见》专
题培训班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全市机关事务（公务接待）工
作会议精神，并研究了秀山县贯彻落实
意见；通报了赴山东德州市、齐河县扶
贫协作对接情况和市商务委主任张智
奎来秀调研情况；审议并通过了《2018
年度全国脱贫攻坚奖建议人选》《中共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关于废止和
宣布失效一批县委文件的决定（送审
稿）》《关于成立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委机构改革协调小组的通知（送审
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污染防治
攻坚战实施方案（送审稿）》等；研究了
有关干部议题。

就全县贯彻落实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专题培训精神，王杰指出，全
县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秀山县打赢
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作为“两个坚决维
护”的重要检验和自觉行动，再接再厉、
强化举措，集中力量攻克贫困的难中之
难、坚中之坚，确保如期实现高质量稳
定脱贫，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坚实
的基础；要加大对《指导意见》宣传培训
力度，按照《全县扶贫干部教育全覆盖
培训方案》，对全县扶贫干部进行全覆
盖宣传培训，确保《指导意见》精神深入
人心，确保真正学懂弄通；要深入贯彻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问题

导向，坚持目标标准，做到精准发力，当
前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精神，结合
市上实施意见，制定出台全县实施意见，
对全县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完
善，抓紧安排部署好今后一段时间脱贫
攻坚工作，特别要聚焦深度贫困村和特
殊贫困群体，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
夫，确保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确保不漏一村不落一人；要持续加
强对脱贫攻坚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主
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必
须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坚决落实联系帮
扶、督促指导责任，着力加强扶贫领域作
风建设，强化调查研究，强化工作纪律，
强化督导督查，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集中力量解决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始终做到压实责
任、改进作风，确保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不
打折扣、兑现落实。

确保如期实现高质量稳定脱贫
秀山召开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58次（扩大）会议

彭水保家加强干部作风整治

翁若梅，清代诗人，曾任黔江县令。
一百多年前，翁若梅行舟游览乌江。立
于千里乌江，百里画廊之下，他诗兴大
发，当即吟诗道：“蜀中山水奇，应当此
第一。”通过此诗，世人便知道了乌江画
廊山水如画。

酉阳自治县清泉乡，作为乌江上游
的一道生态屏障，自古以来，绿水青山
就是这里的鲜明底色。近年来，该乡深
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科学规划，把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建设
美丽清泉。如今，走进清泉，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乡村画卷处处可见。

百年湾下果香飘
炎炎夏日，乌江江畔的清溪场外

（清泉乡集镇原名），千年江涛涌，风吹
潮涨鸟惊飞。

百余年前，一艘艘载满清泉特产的
生漆、桐油、水果的货船，就从清溪场外
的码头出发，货船顺流北达涪渝，溯江
而上通云贵，东出酉秀至湘鄂，西渡乌
江进苗寨。那时，货船中的水果指的就
是清泉的李子。然而，美名在外近百年
的清泉李子，却最终没能形成大的产
业。

时间来到 2012年的春天，该乡响
水村村民熊淑兰家所在的寨子正在开
院坝会。“地不平，又蓄不了水，能干啥，
怎样才能到挣钱？”“要想闯出一条路，
我看发挥好本地优势，发展水果产业可
以考虑一下。”“清泉的李子最出名，我
看行。”会上，村民、乡镇干部，你一句我
一言，很快就商定了对策。

当年，熊淑兰在百年湾一口气栽下
了1000多株李子树。时隔6年，百年湾
下果树成了林，满树挂着红彤彤的李
子，成了熊淑兰家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效益怎么样，你等会就知道了。”
熊淑兰从家里取来了一张小纸。她小心
翼翼地打开，白色的纸张上详细地记录
了她家去年卖李子的上万元收益。

今年初，村上再次组织召开了一场
关于发展水果产业的会议。会上村民们
又协商同意了发展柚子、脐橙等水果产业。

“到今年，村上已经发展了 5000多
亩李子、2000亩柚子、1000多亩脐橙。”
响水村党支部书记吴普和说。

清溪场外故事多
1980年，画家吴冠中进川写生，他

以乌江岸边的龚滩小镇为对象，创作了
《老街》等非常精妙的作品。当世人沿着

吴冠中的足迹来到龚滩古镇时，都会乘
船由古镇出发，逆流而上游览。这条路线，
就紧紧地靠着清溪场。而就在离清溪场
不远的河谷上，一座不镶嵌任何铁钉的风
雨廊桥，常常令来往的游客啧啧称奇。

站在夏日的廊桥上，远可眺江水碧
绿，近可观山谷飞瀑。乡文化服务中心
主任肖应飞介绍，廊桥名为回龙桥，长
29米、宽4.3米。始建于清朝同治十年，
迄今已有近200年历史。整座桥结构严
谨，工艺精湛，巧夺天工，气势宏伟。

肖应飞说，清溪场边，除了廊桥是
有名的旅游景点之外，还有一方由巨石
雕琢而来的石磨，直径约2米。此外，酉
阳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清溪的牌坊，
龚滩的阁，大车湾生基”，也与清泉乡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据传，清溪的牌坊就立在离清溪场
不远的江边。牌坊气势恢宏，工艺精湛，
系明代大盐商“饶百万”所建。高 30多
米，宽 10多米，全由上等条状大青石砌
成。上面还雕刻了大象背鼓、天龙捧圣、
丹凤朝阳等精美艺术图案。

“清溪的牌坊虽然没能流传下来，
有点可惜，但这些人文历史的故事都得
到了代代相传。”肖应飞说，清泉乡是个
福地，除了有丰富的近现代人文历史，
2007年 8月市级考古专家在离廊桥西
北不远处发掘的清源、邹家坝几处人类
活动遗址，更是将这里的人类活动历史
向前推到了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时期，历
史意义更加深远。

据了解，清泉乡遗址现存面积超过
80万平方米，基本认定为新石器晚期到
商周时期的人类早期大型聚落遗址。遗
址的发现，是整个乌江流域古代人类活
动的重大考古突破。

肖应飞说，眼下清泉乡正围绕这些
厚重的人文历史积淀下功夫，相信不久
后的清泉一定能在乌江流域重新发出
璀璨的光芒。

水麻井上宜居更宜游
从清溪场朝龚滩方向行船，不到 1

分钟，便进入了乌江画廊的核心景区。
这里位于清泉乡境内，是乌江在全县流
域内江面最宽的地方。从江中向右岸展
望，一个叫水麻井的古寨首先映入眼
帘。

2007年彭水电站修建，沿江居民纷
纷外迁，让位于水，江畔的水麻井下寨
居民也是如此。据了解，时至今日，水麻
井已经随着乌江航线上的波涛上下起
伏了400多年。

背上背篓，村民毛胜昌出门就往后
山赶。一条进寨的公路不久后就要修到
寨子里来了，公路会占到他家一部分玉
米地，他打算提前把玉米收了，方便施
工队施工。

曾经，寨门前是成片的楠竹林。毛
胜昌自豪地说，以前乌江上游纤夫们
拉船的纤绳，至少有九成都是出自水
麻井。靠着乌江航线，这里风光了数
百年。

“鼎盛时期，这个不大的寨子中生
活着 300多位居民。库区建成，江水上
扬，寨人外迁，如今只剩下近百人留
守。”清泉乡政府工作人员冉茂荣说，水
麻井上百户人家已经成为了过去，但现
在乡上正在努力打造通往水麻井的陆
上交通。届时，将努力修缮好这里的古
寨风貌，并进行乡村旅游打造，让这里
变成宜居宜游的景点。

（见习记者 文梅 通讯员 冉川 文 /图）

山水清泉 宜居宜业更宜游

清泉乡清溪场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