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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毅到五梁村
做“第一书记”半年
前，在外打工多年的
该村村民余海平决
定，返乡创业。余海
平的妻子周祖秀是重
庆人，周祖秀的娘家
有种砂仁和花椒的
传统，因此，他们返
乡创业的项目便是
种 植 砂 仁 和 花 椒 。
当时，余海平的规模
很小，只有自家的和
流 转 村 民 的 几 亩
地 。 而 且 ，当 年 冬
天，余海平的砂仁全
部被霜打死了，幸运
的是，第二年却又奇
迹般地活了过来。

刘毅看到余海平
的创业项目，非常感
兴趣，但又担心水土
不服。经过与余海平
夫妇的深入交流，并
亲自驾车带着他们到
重庆垫江考察花椒项
目。最终，刘毅决定
帮余海平扩大种植规
模，更重要的是，要把
他树立成一个致富的
典型，从而带动老百
姓一起致富。说干就
干，刘毅带着村委班

子成员一起给其他村
民做工作，帮助余海
平 流 转 荒 地 200 多
亩，并很快种下了第
一批砂仁树苗和花椒
树苗。

据 刘 毅 介 绍 ，
2017 年，宣汉县第二
中学先后对余海平的
种植家庭农场投入帮
扶资金10余万元，用
于产业发展和产业办
公房建设，还捐建了
办公桌椅等。1月11
日，记者在余海平的
示范园里看到，成片
成片的砂仁树和花椒
树遍布山坡。

“如果没有宣汉
县第二中学的帮扶，
肯定发展不起来。”余
海平说，目前全都是
在投入，等到明后年
盛产才能看到效益，
销售渠道都已经找
好了，不用担心。对
于未来的发展，余海
平表示，希望周边的
乡邻能看到这个确
实能赚钱，然后都加
入进来，他可以免费
提供技术和后期销
售渠道。

放下教鞭的“第一书记”

1月11日，冬日暖阳，达州
宣汉县黄石乡五梁村的砂仁花
椒示范园里，余海平仍在忙碌
着。看着自家示范园里“起死
回生”的砂仁，还有满坡的花椒
树苗，余海平对“第一书记”刘
毅感激不尽，“如果没有刘书记
的支持和帮助，规模哪里能发
展这么大，这么好哦!”

不仅在余海平的砂仁花椒
示范园，还有在易地扶贫搬迁
点、洪辉果业产业园等地方，都
留下了“第一书记”刘毅忙碌的
身影，五梁村的村民更是对这
位宣汉县第二中学派驻的“第
一书记”赞不绝口。对于老百
姓的认可和赞誉，刘毅却说：

“我既然选择了下来做‘第一书
记’，就要想尽一切办法给老百
姓多做实事，让自己的扶贫之
路不留下遗憾。”

时间回溯到两年多前的那
个秋天，2015 年 9 月，刚刚开
学，身为宣汉县第二中学教师
的刘毅，已做好准备全身心投
入到新学期的工作中。此时，
精准扶贫工作也已吹响了集结
号，根据工作安排，黄石乡五梁
村和清溪镇庄子村成为了宣汉
县第二中学的定点帮扶村。

“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关
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既然我们
领了任务，就必须派最合适的
人，做最好的准备，把这项工作
做好做扎实。”宣汉县第二中
学党委书记、校长张远彬说，
我们班子成员经过反复讨论，
最终决定选派刘毅、张玉平下
去做“第一书记”，因为他们都
年富力强，更有丰富的工作经
验。据了解，刘毅当时不仅肩
负着教学任务，还是该校的团
委书记。

尽管即将要面对一个完全
陌生的环境，去做自己完全不
熟悉和不擅长的事，但刘毅没
有丝毫犹豫，正如他名字中的

“毅”字一样。放下教鞭，毅然
奔赴到精准扶贫的第一线；扎
根农村，学习与老百姓打交道，
学习找项目找资金，学习如何
让老百姓尽快增收致富。

据刘毅介绍，五梁村全村人
口2156人，总共560户。其中，贫
困户 145 户，贫困人口 448 人，截
至目前，未脱贫 61 户 195 人。绝
大多数农户以生产水稻、玉米等
农作物为主，且外出务工者多，土
地闲置情况严重。因此，2017年，
刘毅在学校的帮助下，成功引进
了洪辉果业，在该村大力发展水
果产业。

为了保障产业的健康持续发
展，刘毅在选择引进产业时做了
大量工作。谈到为何选择洪辉果
业，刘毅说，洪辉果业的老板李立
辉有 10 多年在海南种水果的经
验，在技术上肯定过关，加上他也
是宣汉人，很想在自己的家乡干
一番事业。

据了解，洪辉果业总共在该
村流转土地100余亩，前三年每亩
每年 300 元，从第四年开始每亩
每年 410 元，并在年前成功种下
了不知火树（俗名丑柑）、茵红李
树等。同时，还有一部分集体土
地也种下了果树，洪辉果业负责
日常照料，村集体只要后期销售
收益，以此壮大集体经济，用于继
续帮扶贫困户。

“引进洪辉果业有两个好处，
一是将闲置土地充分利用起来，
村民可以得到土地流转金，二是
村民还可以在果园里干活，每天
50元的工资。”刘毅说，这对于贫

困户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刚
刚脱贫的王大清就是一个例子。

“我能够脱贫，首先要感谢党
的好政策，还要感谢宣汉二中对
我们的帮扶。”王大清说，从洪辉
果业到我们村来了后，我就一直
在这里干活，每天 50 元，加起来
将近两个月时间了，我还有两亩
多地也流转给他们，这又是 700
多元。

目前，村里产业已经起步，村
庄环境大为改善。但一个地方要
实现长远发展，还得有十分淳朴
的民风、向上向善的村风。在五
梁村工作的两年多里，“第一书
记”刘毅扑下身子与五梁村群众
打成一片，通过走村入户，召开院
坝会等对村民从思想上进行引
领，使五梁村村风民风向好改变，
村民不仅口袋富，还要脑袋富。

宣汉县第二中学党委书记、
校 长 张 远 彬 说 ：“ 五 梁 村 计 划
2018年底实现脱贫‘摘帽’，对此
我们非常有信心。一是因为经过
我们两年多的帮扶，五梁村的产
业基础已经打下；二是老百姓的
脱贫愿望很强烈，争先恐后地致
富奔康；三是刘毅平常的工作做
得非常扎实，学校也将继续作为
他强大的后盾，帮助五梁村脱贫

‘摘帽’。”
彭道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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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刘毅与刚刚脱贫的王大清交谈。 满山坡的砂仁和花椒树苗。资料图

1 月 18 日，为期 10 天的
“南充记者河长走乡镇护绿水
明察暗访活动”落下帷幕。10
天中，11名记者河长分兵数路，
奔赴南充所辖9县（市、区）数十
个乡镇，明察暗访各乡镇党委、
政府在河长制工作组织体系建
设和各级河长在巡河、护河等
工作中的成绩和短板，为推进
各县、乡河长制工作献计献策，
受到各方好评。

1月8日下午，南充市副市

长向贵瑜主持召开记者河长专
题会议后，“南充记者河长走乡
镇护绿水明察暗访活动”正式
启程。10 天中，记者河长们走
乡镇、护绿水，推进各县、乡河
长制工作顺利开展。记者河长
暗访到仪陇县丁字桥镇存在无
工作阵地、制度不上墙等问题
后，丁字桥镇不等不拖，在 24
小时内整改到位，并及时印发
整改简报。目前，丁字桥镇落
实了河长制工作的办公场地，

配备了专用电脑，相关工作制
度也实现上墙，还制定了继续
做好河道清楚扫保洁、整治工
作、加快推进污水管网项目建
设的措施。记者河长查访到西
充县多扶镇河长制工作存在的
缺失后，全镇及全县立即整改，
推动西充河长制工作出现新的
起色。

据悉，“记者河长”是由南
充市委宣传部和市总河长办共
同策划建立的社会化协同治水

工作机制。2017年7月25日，
南充市副市长林建国（现市委
常委、总工会主席）、市政府秘
书长向贵瑜（现副市长），为四
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新
闻网、南充日报、南充电视台
等媒体 11 名记者颁发“记者
河长”聘书，标志着南充在全
省首创的“记者河长”工作机
制正式运行。

南充“记者河长”工作机
制，受到国家水利部点赞，同

时，还受到省政协主席柯尊平
等省领导的高度评价。今年 1
月8日，在全省河长制工作视频
会议上，省水利厅厅长、省总河
长办副主任胡云点名表扬了南
充记者河长工作机制。

在南充现行治河工作中，
主要有党政河长、河道警长、民
间河长、记者河长四类河长，形
成了“社会化协同治水”新模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汪仁洪

南充“记者河长”走乡镇护绿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