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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 摄影赵升华

一种“偏心”全身心投入脱贫攻坚
在抗击身体的病魔和抗击全村的贫

困这两件事上，曹琼蓉有些偏心。
2015年5月1日，曹琼蓉帮助贫困种

藕户除荷塘里的杂草时突然头昏眼花，虚
汗淋漓。她低头一看，裤子湿漉漉的——
原来是下身大出血。

曹琼蓉被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子宫
肌瘤，立即施行了手术。一周后曹琼蓉出
院，时医生反复告诫：“至少要在家里静养
两个月！”

曹琼蓉在家里呆了半个多月后，贫困
户危房改造保障政策下来了，需要报送相
关资料，曹琼蓉马上回到脱贫攻坚第一
线。她和村干部用两周时间，走遍全村
70多户贫困户，查看每户住房情况，确定
危房改造48户、易地搬迁15户、地灾搬迁
3户，晚上挑灯准备资料。

“身体是自己的，活路做不完，明天再
做嘛！”黄美刚心疼地劝妻子。曹琼蓉这
样回答：“不能因资料不齐而影响贫困户
危房改造进度……”

那几天，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按
时完成危房资料的报送。

N个遗憾“女强人”倒在胜利前
同往年一样，2016年贫困户的资料依

然由曹琼蓉制作。那时，村里还有48户贫
困户。每户贫困户的报送资料为60页左
右，因此工作量巨大。为了方便办公，曹琼
蓉学会了电脑打字、制表。曹琼蓉夜以继
日地赶做。5月4日凌晨2时，资料赶制完
毕，曹琼蓉才睡下。清晨7时刚过，曹琼蓉
简单喝了几口稀饭，拿着做好的资料赶往
乡上。

在乡脱贫攻坚办公室，曹琼蓉根据要
求还要填报贫困户的资料表……下午1点

多钟，曹琼蓉在回家路上，感到身体越来越
难受。走到家门口，已经有气无力了。在
丈夫的搀扶下，曹琼蓉到二楼卧室里躺了
下来。

下午2点半，黄美刚端着饭菜上楼，
却发现妻子瘫倒在床下，不省人事。

曹琼蓉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下午4
时23分，她搁下未尽的扶贫事业走了。
根据医院诊断，曹琼蓉逝世的原因是：过
度劳累，突发脑溢血。

隆兴乡党委书记何开义介绍，曹琼
蓉殉职后不久，新桥沟村村支部和村委
会相继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的新班子年
富力强，其中村主任35岁，副主任才28
岁，“把曹琼蓉的精神化为决战贫困的
精神力量，加速推进其未尽事业，让全
村人都过上小康生活”成为全乡干群的
共识。

英雄的奉献和生命，正化作美丽与希
望。

2016年9月，村上建起小型莲子加工
房。今年还注册了商标“金城香莲”。

2017年3月，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开始
动工，10月改造结束。明年，全村所有危
房完成改造。

2017年 7月底，所有村民吃上自来
水。

2017年8月，到各社、各居民点的土
坯路全部硬化，如今车可以开进家家户户
的院坝了。

“我们村紧靠金城山，村上有水库，又
有600多亩莲藕……2018年发展藕田养
鱼、林下产业，举办钓鱼节、荷花节，把新
桥沟村打造成南充市民乡村体验游又一
好去处。2018年12月，一定摘掉重点贫
困村的帽子……琼蓉同志，请您含笑九泉
吧！”新桥沟村村支部和村委会新班子成
员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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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73 空气质量 良
优：巴中、遂宁、绵阳、内江、马尔康、康定、西昌、
广元、广安、德阳
良：南充、眉山、资阳、达州、攀枝花、泸州、乐山、自贡
轻度污染：宜宾、雅安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6—116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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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蓉同志殉职后已化作抗击贫困的

精神力量，其未尽事业正在加速推进。
2018 年 12 月，新桥沟村一定能按期摘掉

‘重点贫困村’的帽子。”11月10日，南充
市高坪区隆兴乡新桥沟村村支部、村委会
年轻的新班子成员告诉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新桥沟村村委会原副主任曹琼蓉，撂
下自家生意，带领村民修路、引水、改造危
房、种莲藕……2016年5月4日，曹琼蓉因
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倒在脱贫攻坚战
场上，生命永远定格在54岁。

乡亲们知道，曹琼蓉是带着深深的遗
憾走的：成片的荷花还没有开放、社道还
没有硬化、重点贫困村的帽子没有摘掉
……那天下午，许多乡亲失声痛哭。“希望
你在天国里不再劳累，只是安心赏荷花、
嗅荷香！”下葬的那天，乡亲们站在公路两
边，向曹琼蓉依依道别。

四川2016年牺牲在扶贫一线的27名
英雄中，曹琼蓉是唯一的女干部。2017年
9月，省委追授曹琼蓉为“四川省优秀共产
党员”。

杜绝开后门
金堂县促进镇村干部廉洁履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杜绝开后门、

不走程序就想实施项目，成都金堂县农村基层党
风廉政建设持续深入。11月12日，记者获悉，金
堂县纪委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的民主管理，
深化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党务公开，高度
重视涉农资金的过程管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切实解决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取得了
实在成效。

金堂县对村社区两委，明确了村级经济发展
规划、财务预决算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
都要通过提出议题、征求民意、确定议案、组织把
关、民主决议、组织实施六个程序办理，赋予村民
或议事会成员的监督、质询权利，保障民事民议
民决的要求得到有效落实。

对乡镇、村社的各类项目，坚持按程序办事
的原则，不开后门、不留空档。在明确程序的基
础上，重点加强各环节的监督管理，使之形成上
下相连、互相印证的程序管理流程和制度，杜绝
了所有不走程序就想实施项目的问题。

同时，高度重视涉农资金的过程管理，严管
资金的来源、使用、绩效全过程。先后制定农村
三资管理办法、扶贫资金管理制度等，在监管上
探索台账式管理、动态式管理、提醒式管理等行
之有效的办法，确保资金的每一步骤、每一环节
都在掌控之中。

决战贫困 告慰殉职女干部
“让村民吃‘旅游饭’的夙愿就要实现”

脱贫攻坚战场上，没有枪林弹雨，同样有流血牺牲。
脱贫攻坚战场上，没有战火硝烟，却同样英雄辈出。

一种责任 催她抱病上战场
新桥沟村毗邻秦巴山区，偏僻落后，

许多乡亲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曹琼蓉
和丈夫黄美刚收废旧、编篾席，2008年就
盖起新房子，日子过得红火。在乡亲们眼
中，曹琼蓉有办法、有想法，是黄家里外

“一把手”“女强人”。2011年3月，曹琼
蓉被乡亲们选为村委会副主任。

曹琼蓉当“官”，黄美刚五味杂陈。
因为黄美刚知道妻子患有高血压病，不
能过度劳累，况且家里除农活儿外，有
年近八旬的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小孙子需
要照顾，还得忙收废旧、编篾席生意。

但当选那天，曹琼蓉望着乡亲们渴求
的目光，当面把话撂明：“乡亲们选了我，
我就有责任把工作干好！”

黄美刚通情达理，他知道乡亲们穷怕
了，选曹琼蓉当副主任，就是希望她和其
他村干部一起，带着大伙儿过上好日子。

一个奇招 雨天召开修路会
曹琼蓉果然有办法。
一个大雨天，村广播播出通知：请大

家赶快到村委会召开紧急会议……
“什么急事哟，在大雨天通知开会？”

村民虽然直咕隆，但还是穿着雨靴，踏着
泥泞的泥巴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村委
会。到村委会时，几乎人人都是一身泥
浆。“今天开会是讨论修路的事情。”曹琼
蓉抛出了会议主题。

原来，新桥沟村村道是上世纪70年
代修建的土坯机耕道，又窄又烂。当上副
主任后，曹琼蓉想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
土坯机耕道硬化成水泥路。但村民认识
不统一，一直达不成共识。于是曹琼蓉想
出这个“大雨天开修路会”的奇招。

村民们望着彼此身上的泥浆，共识很
快就达成了：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大伙齐
心协力把村道水泥路修起来。

2013 年 3 月，新村道硬化工程动
工。曹琼蓉指挥着大家挖路基、搬水泥，
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忙得不亦乐乎。黄
美刚在家里煮好饭，却常常不见妻子回家
吃饭，就把饭菜送到工地上。曹琼蓉端着
碗，坐在土坎坎上就狼吞虎咽起来。

黄美刚见曹琼蓉忙公家的事儿这么
投入，劝不住也不敢劝，只好搁下收废旧、
编篾席的生意，煮饭、照顾老人和孙子、打
理庄稼，成为专职的“家庭煮男”。

村民踊跃投工、投劳、出资……长达
4.8公里的水泥村道通车了。村民和工业
品、农产品进出村都更方便了。

村道硬化了，曹琼蓉和其他村干部又
开始谋划修建社道。经过两年奋战，到
2016年春天，社道土坯路全部完工。

百页笔记 助村民吃上干净水
2013年6月的一天，72岁的老人黄春

英进山挑水时，摔成骨折。
前几年，不少村民在自己房子周边挖

化粪池，渗漏导致水井受到不同程度污
染。黄春英家附近的水井受到污染，儿女
又在外地打工，老人只好进山挑水，单边
就要走半小时。归途中，黄春英在下阶梯
时体力不支，连人带桶摔倒在地。看着摔
伤的老人，曹琼蓉的心情格外沉重。

乡亲们吃水的问题再也等不得了。
曹琼蓉用了大半年时间调查，调查笔记
上，把村上每一口水井的情况、每一个村
民的诉求都记录得一清二楚。“4组田道英
家吃水困难”“5组陈大珍家吃水困难”“全
村87%的水井不同程度受到污染”……曹
琼蓉的调查笔记多达100多页。

曹琼蓉带着乡党委、政府支持的报告
找到高坪区水务局，一同送上去的还有多
达100多页的调查笔记。区水务局干部眼
眶一阵湿润，立即启动立项。2014年6
月，人饮工程开始动工。4个月后，打出4
口机井、4口蓄水池，修了6000余米输水
管道，120多户村民用上了安全卫生的自
来水。

通水那天，黄春英拧开水龙头，清澈
的自来水哗哗而出。“琼蓉啊，谢谢你！”黄
春英拉起曹琼蓉的手不愿松开。

此后，小机井向新桥沟村小居民点延伸。

八亩莲藕 引来成片莲花开
2014年，全村248户826人，尚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79户262人，属于重点贫困
村。根据计划，2018年12月底以前，新桥
沟村将摘掉“重点贫困村”帽子。

路通了、水有了，曹琼蓉和其他村干
部思考脱贫产业。他们四处考察，请区上
的农技员进村把脉，最终确定了种植莲藕
的发展思路。“种水稻至少能保证有口饭
吃，种藕没技术，卖不掉咋办？”一社贫困
户杨文平的说法颇有代表性。

2015年4月初，曹琼蓉将自家的8亩
水田全部换种上莲藕。在她的引领下，4
名村干部也带头种植莲藕21亩。

同时，曹琼蓉买来专业书籍学习种莲
藕知识，还上网查询资料、咨询区上的莲
藕专家。她白天在村广播上宣讲，晚上打
着手电筒，一家一户反复做村民们的思想
工作。村民们被曹琼蓉的坚持所感动，有
40户村民种上了132亩莲藕。

当年，全村132亩莲藕，亩均增收
3000元，31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2016年春天，村上种植莲藕的面积一
下子扩大到600余亩。4月底，600余亩荷
塘里荷叶摇曳，荷花花蕾露出尖尖角……

“待村里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后，
搞一个荷花节，让还没有脱贫的农民吃
上‘旅游饭’。”曹琼蓉望着眼前、憧憬
未来。

为了谁？
为乡亲为乡亲

图个啥？除穷根除穷根

化忠魂！励后人励后人

举办荷花节让村民脱贫致富，曹琼蓉的遗愿正在逐步实现。

丈夫黄美刚翻阅曹琼蓉的
各种荣誉证书。

英雄的奉献和生命
正化作美丽与希望

2016年9月

南充市高坪区隆兴
乡新桥沟村建起小型莲
子加工房。今年还注册
了商标“金城香莲”。

2017年3月

贫困户的危房改造
开始动工，10 月改造结
束。明年，全村所有危房
完成改造。

2017年7月底

所有村民吃上自来水。

2017年8月

到各社、各居民点的
土坯路全部硬化，如今车
可以开进家家户户的院
坝了。

曹琼蓉。

曹琼蓉（后排左）和家人在一起。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133期开奖
结果：4629094，一等奖0注；二等奖3注，每
注奖金120979元；三等奖98注，每注奖金
1800元。（2697.5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309期开奖
结果：262 直选：3598（222）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3956（300）注，每注奖金346
元；组选6：0注，每注奖金173元。（522.3万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309期开奖
结果：26219 一等奖：46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49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南充高坪区扶贫女干部曹琼蓉被追授为“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

脱发增发遮盖白发订假发
18年品质 逼真舒适

尚一假发：隐形假发正以燎原之势影响
全国。专业针对：白发不想染发、脱发稀少、
片秃、全秃、化疗脱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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