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先治“面子”洛阳村改变的不仅仅是面子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学论述抓整改促落实

颠倒的“面子”

洛阳村位于巫山县抱龙镇南部。洛阳村
驻村工作队队长蹇述权介绍，该村有673户共
计1680人。

2015 年，蹇述权被派驻到这里从事扶贫
工作。那时全村 673户村民中，就有 83户贫
困户。虽然穷，但村民们遇到红白喜事会摆

“流水席”招待宾客，应邀出席的亲朋好友随
“份子钱”表示心意，这种风俗被称作“整酒”
“吃酒”。一段时间里，“整酒”花样层出不穷，
耗费掉村民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使村民思想散
漫，攀比风盛行。

初到洛阳村，蹇述权认为，扶贫工作首当
其冲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初，驻村
工作队为洛阳村三社向县农委争取了一条产
业路。

让蹇述权意外的是：部分村民不支持修建
产业路，更不愿意出让自己的土地。

看到村头、河道角落里的垃圾，蹇述权提
出清扫，被人讥为“爱面子”。

不该要的“面子”却热衷，该爱护的环境却
淡然。这两件事让蹇述权开始反思，村民不积
极配合村里的各项工作，自主脱贫致富的意识
淡薄、思想观念落后。物质、设施的落后，这些
都可以改变；精神上的落后，也急需改变。

蹇述权告诉记者，作为巫山县委宣传部的
干部，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些心得。源于对
所从事工作的熟悉，他决定以乡风文明建设为
突破口，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从根上激活贫
困户的内生动力。

面子和牌子

在很多人看来，“精神文明”未免空了一
些，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咋个来体现呢？

第一个直观的体现，就是文章开头所说
的，概括起来七个字：村庄洁美，环境好。

在县领导的支持下，驻村工作队采取措
施，将生活垃圾统一运送，统一处理，要求老百
姓定期搞大扫除，将房前屋后打扫干净。

为了教育群众养成爱卫生的习惯，洛阳村
开始评比“清洁户”，为清洁户每户奖励一包洗
衣粉、一块肥皂，并通过挂牌表彰，不断激发保
持清洁的习惯和意识。

“搞这些淡扯扯（不关紧要的事），有个么
哩（什么）用嘛！”有村民觉得，“清洁”既不能
吃又不能穿，纯粹是面子工程。

也有人大声赞好，村民向良成就说，以前
村里垃圾遍地，一到夏天臭气熏天。“清洁户”
评比、垃圾统一运输等系列措施，解决了废品

收购户乱堆废品、村民乱倒垃圾等不良问题。
非议的人，刚开始也不太配合，房前屋后不

打扫。评选小组严格评选，凡不合格者，一律不
给挂牌。“村民都很淳朴，这个挂牌与否，被他们
看得很重要，涉及到他们日常相处的一个面子
问题。”蹇述权说，他没想到，此前靠说教解决不
了的问题，这次靠“面子”撕开了突破口。

不仅仅是面子

“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后续工作好开展
多了。”蹇述权说，洛阳村除了定期开展“清洁
户”评选活动，后来开始大力整治“无事酒”，还
开展了“洛阳好人”“十佳好婆媳”“致富带头
人”评选，并成立了宣讲、洁美、关爱、劝和志愿
组，拟定洛阳村“持家三字经”，开展“十佳文明
户”评选活动。

改变逐渐发生，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
推进，洛阳村一改过去脏乱差的形象，在村舍
之间安装太阳能路灯58盏，全方位清理了墙
壁街道的“牛皮癣”，驻村工作队为老百姓家家
户户免费建设花台，种植花草，美化环境。

春节期间，洛阳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被打
扫得干干净净，家家门上都高高悬挂着大红灯
笼，一幅幅宣传美好生活的对联张贴在门框
上，处处呈现出节日的氛围。

环境改变的同时，人们的精、气、神也在悄
然发生着变化。洛阳村村主任姚本均告诉记
者，一系列乡风文明建设措施的推进，最终激
活了村民脱贫奔小康的内生动力，使村民们对
脱贫致富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看得见的改变

好的方面，要引导；不好的方面，要禁绝。
在杜绝“无事酒”方面，洛阳村也颇有心得，不
仅制定了村规民约，还成立村规民约监督委员
会，常态化宣传村规民约的好处，促使人人自
觉，全民监督。

随着新版村规民约的推行，“整酒”歪风逐
渐收敛。蹇述权算了一笔账，这几年，村里的
酒席场次下降了2/3，户均年节约酒宴和人情
开支近两万元。

没了“无事酒”，也让村民有更多精力思考
如何脱贫。近几年，在县里镇里支持下，脱贫
攻坚在洛阳村带来的是看得见的改变：乡风好
了，环境好了，村里制定的“中低山种植蜜柚、
脆李，高山种植桃，并以此带动乡村旅游”的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计划也初见成效，如今，大
片的蜜柚、脆李开始挂果了！

有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村民的信心足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圣泉 张旭

重庆商报讯 “老人家，新年快乐，今天
是大年三十，送你一个平安福，祝您平安幸
福！”大年三十，两江公交一分公司825路四
星级驾驶员彭东，在起点站为乘客送出自己
精心准备的糖果和平安福贴纸。

两江公交一分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彭
东所在的公交线路是民心佳园公租房首条连
接观音桥商圈的公交线路，也是重庆市总工
会授予的工人先锋号。据了解，彭东因热心
帮助乘客、喜欢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在2018
年荣获了重庆第71期“重庆好人”、两江公司

“优秀班组长”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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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紧压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
重庆日报评论员

春节期间，走进巫山县抱龙镇
洛阳村，各式庭院错落有致，十分
洁净，农户门前的花台栽种着各式
花木，有人还种上了几棵冬菜，好
一幅新农村惬意生活画卷。

有趣的是，洛阳村还有几面
“荣誉墙”，表彰的是“洛阳好人”
“十佳好婆媳”“致富带头人”等。
“荣誉墙”上，入选者笑靥如花。

这是那个几年前以脏乱出名
的贫困村吗？

“洛阳还是原来的洛阳。但凡
来过的人，都说变化有点大。”巫
山县派驻工作队队长、洛阳村第一
书记蹇述权笑道：“近几年，我们
狠抓以勤俭、洁美等为主要内容的
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村脱贫，让
村民将更多心思放在如何垒实家
底上，取得了一些实效。”

脱贫攻坚最为重要的，是激发
村民的内生动力，变“要我脱贫”
为“我要脱贫”，这才能从根本上
消除贫困。从某种程度上讲，洛阳
村的探索，是一场硬仗，它率先从
“面子”方面突破，到后来，就不仅
仅是“面子”的改变。

洛阳村街景

农户门前的花台打理得很好

巫山县派驻工作队队长、洛阳村第一书记蹇述权 本组图片记者 李斌 摄

重庆商报讯 作为西部公交 1399 辆车
的维修主力军，梨树湾保修厂每年都会为重
庆市公交车辆的安全平稳运行贡献自己最大
的力量。2月11日，记者从梨树湾保修厂获
悉，今年春节 7 天，保修厂春运维修公交车
248车次，保证了市民便利出行。

梨树湾保修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保证
市民出行，据统计，梨树湾保修厂每年都要维
修 24000多车次。今年春节 7天，保修厂维
修公交车248车次，救急公交车26车次。

重庆商报讯 2月 11日，节后上班第一
天，长江索道景区热度不减，景区内购票等候
的游客众多。记者从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
司获悉，春节期间，长江索道累计接待游客
13万人次，同比增长14.54%。

“每逢过节的时候，都是我们最忙碌的时
候。”今年21岁的长江索道景区讲解员韩佳
庆已经在岗位上度过了第四个春节。“根据往
年的情况判断，今年将一直忙到元宵节。”韩
佳庆告诉记者。

据了解，虽然景区游客不断增加，但是以
往“排队两小时，观光5分钟”的情形已然不
复存在。如今，想要乘坐长江索道的游客，可
以通过景区售票窗口、景区自助售票机、“重
庆索道公司”微信公众号、OTA（在线旅行
社）等方式购票，实名购票及取号后，根据信
息提示，按号段凭身份证进入乘坐，无需再排
长队购票进站。长江索道景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实现了智能分流后，游客等候的时间不
变，但是原地排长队的时间明显减少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舒

春节期间长江索道
累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公交驾驶员为乘客送平安福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公交保修厂在春节期间
维修公交车248车次

除夕当天，彭东给乘客送上新年礼物。
两江公交一分公司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脱贫攻坚，关键
是责任落实到人。要抓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纵深推进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就必须要强调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压紧
压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上下功夫，通过层层
传导压力，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局面，汇聚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落实好主体责任，根本就在担当。事实也
证明，哪里有强烈的责任担当，哪里就有生动
的脱贫实践。脱贫攻坚越往后，遇到的越是
难啃的硬骨头，也越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切实
扛起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当前，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进一步强化
政治担当，切实把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再压实、

再严格、再强化。
压紧压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各

部门必须要坚持从本级整改抓起，以上率下、
带头整改。党员干部要切实承担起在脱贫攻
坚工作上的应尽责任，要坚持“新官管旧账”，
接续做好整改工作。要适时召开巡视整改专
题民主生活会，聚焦巡视发现的问题，把自己
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剖析
思想、查摆问题、对照问题找差距，真认账、真
反思、真整改、真负责，真正把脱贫攻坚的主
体责任扛稳、抓牢、做实。

具体而言，就是要层层压实党政领导责
任。市委要切实担负起“省负总责”的政治责
任，发挥好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双组长制”
优势，深入落实市、县、乡、村四级书记齐抓共
管责任制，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
任体系。区县一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把主
体责任、第一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做实，把
承诺兑现好。乡村两级要负起直接责任，抓
好抓实项目到村、资金到户、措施到人。要切
实强化纪委监委监督职责。纪检监委机关要
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着力解决好建设项目投标领域乱象丛生、

违规使用扶贫资金等问题背后的腐败和作风
问题，坚决防止和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要全面落实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市和区
县两级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针对
巡视反馈问题抓紧制定具体详细的整改方
案。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层层传导责任、层层作出示范、层层厉行监
督，坚决避免主体责任“淡”、落实措施“空”、
监督主体“难”、责任追究“软”等问题出现。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任其职，就要尽其
责。脱贫攻坚是各级各部门的分内之事、应
尽之责，必须时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传导压力、持续用力，切实有效地推动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领导干部要形成“头雁
效应”，当好责任人，种好责任田，在抓好巡视
反馈意见整改上拿出见人见事的过硬措施。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对那些领导不力、
不抓不管、懒政怠行的行为，要既追究直接责
任、主体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监督责任。
知责任千钧之重，担责任万分之实，只有在压
紧压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上体现高质量，才
能为真正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铺就坚实地
基。

重庆商报讯 今年春节，巴南区姜家镇
白云山村贫困户杨忠奎，是在干净舒适的新
房里度过的。他的新房和新家具都是“众筹”
而来。

今年64岁的杨忠奎是一名孤寡老人，也
是姜家镇建档立卡贫困户，靠政府补贴维持生
计，常年居住在存在安全隐患的土坯房内。今
年，镇党委、政府将其房屋纳入D级危房改造
范围，为其新建房屋，实现了杨忠奎的安居
梦。看着眼前干净舒适的钢筋水泥房和房里
崭新的家具、家居用品，杨忠奎很是满足。

据了解，杨忠奎的新家具和家居用品，全
是重庆喆淞鑫磊建材有限公司赠送的。“当时
听白云山村干部说，村里有6户贫困家庭要
搬新房却没钱买新家具，这才尽了一点绵薄
之力。”重庆喆淞鑫磊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宗
连喜回忆道，为了让贫困家庭尽快搬进新家
过年，企业与村干部积极讨论，最终动员企业
内部出资，为杨忠奎在内的6户贫困户购买
并配送新家具和家居用品。“感谢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这么宽敞明亮、温暖的房子，以前想
都不敢想！我们对未来生活更有信心了！”杨
忠奎说。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柯 通讯员 宋文励

政府建新房企业添家具
6户贫困家庭过“众筹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