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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新风

自力更生
五旬农妇自主脱贫撑起一个家

谢世英，太和桥村的村民，
一家三口，生活美满幸福。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2011年丈夫突然
患上了精神病，自此以后，丈夫
不仅不能正常生活工作，甚至偶
尔还会有自残伤人的举动，给丈
夫治病几乎花光了这个经济条
件本就不宽裕的家庭的积蓄，所
以谢世英一家在2014年被纳入
贫困户。

“那个时候，我真的要活不
下去了，对生活没有了希望。”回

忆起当时那段日子，谢世英流下
了泪水，生活和家庭的重压全部
集中她的肩上，让她一度想要放
弃。在这样的情况下，谢世英一
家三口被评为了村里的低保家
庭，她的生活出现转机。

“我不能放弃，我要勇敢向
前冲！”谢世英说她偶然一次看
到一个电视里的节目，里面的主
人公比自己更艰苦，但是他却能
乐观面对，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呢？重拾信心的谢世英开始了
自己的脱贫路。

谢 世 英 将 目 标 对 准 了 养
殖。现在谢世英的家里一共有

21头猪，“全靠这些猪，现在每年
卖猪收入可以达到上万元。”谢
世英已经顺利脱贫，说起现在的
生活，谢世英露出了开心的笑
容，不傍不靠，自主脱贫。

谢世英的事例附近的村子
广为流传，也鼓励着其他的贫困
户们努力脱贫，目前太和桥村只
有 4 户贫困户，预计今年都能顺
利脱贫。

舍小顾大
老书记为修路无偿捐地成榜样

说起太和桥村的脱贫史，就
不得不提村里的书记刘兴武。

22 日，记者见到刘兴武的时候，
他正在村里的修路工地上，满身
的灰尘和泥土。“刘书记真的太
敬业了，为了脱贫攻坚的工作，
他一天差不多有10多个小时都
在第一线。”太和桥村的第一书
记傅泓博对刘兴武非常敬佩。

然而刘兴武最让村民们感
动的是他为了修路和贫困户的
异地搬迁政策将自己家里的地
几乎全部无偿捐献出来。“路是
必须要修的，不修路这个村就没
法脱贫，所以为了修路什么都可
以让出来。”简单的话语代表了
刘兴武的决心，为了捐献土地，
家里人不理解，甚至与他发生过
多次争吵，对此刘兴武说：“舍小
家顾大家，家人虽然不理解，但
我要有这个决心。”

另外很多村民不知道的是刘
兴武长期患有严重的胃病，每天
都要服药，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甚至不能保证每天三顿饭都能
吃到。“为了能够让我们村退出贫
困村，这些付出都是有价值的。”

“现在村里已经基本实现硬
化道路全覆盖，农民的农副产品
也能运出去，一切会越来越好。”
看着村里即将修好的最后一条
硬化路，刘兴武笑了。据悉，接
下来，太和桥村将会发展果树、
荷花、养鱼等种植业，打造观光
农业，壮大集体经济。确保太和
桥村能顺利脱贫走向致富道路。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马梦飞

内江东兴区统征中心

四举措确保
作风整顿出成效

华西城市读本讯
（记者 马梦飞）为深入
开展“作风大整顿”活
动，严肃工作纪律，整
顿工作作风，规范工
作行为，提升工作效
能，加强干部队伍作
风建设，增强“为民
务实清廉”的意识，
内 江 东 兴 区 土 地 统
征 整 理 和 储 备 交 易
中心快速启动干部作
风整顿活动。

强化领导。及时
成立作风纪律整顿工
作领导小组，中心主
任任组长，纪检组长
任副组长，负责对本
中心作风纪律整顿工
作的全面领导、指导
和调度，解决纪律作
风中存在的问题。

自查自纠。建立
班子问题台账和干部
职工问题台账，对照
台账内容，分别召开
作风整顿民主生活会
和谈心会，采取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形式，
认真检查单位、股室
和个人在精神不振、
政令不畅、纪律不严、
工作不实、正气不足、
为政不廉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

自觉整改。一是
针对自身查找出的问
题落实整改措施，明
确整改时限。坚持边
整边改，把整改行动
贯穿活动的始终；二
是全中心干部职工要
根据自身工作的职能
职责，围绕整改措施，
在作风整顿民主生活
会或谈心会上作出公
开承诺，并将承诺在
中心专栏墙上公开，
接受监督。

督导检查。作风
整顿监督检查组就整
顿内容结合信访举报
线索在每月对本中心
干部采取定期、不定
期的方式，明察暗访，
将监督检查情况定期
在本中心通报。对主
动整改、措施有效的
当事人按相关规定从
轻、减轻或免于处理；
在自查自纠中敷衍了
事，特别是存在的作
风纪律问题属群众举
报或其他渠道获取的
线索经查属实的，对
当事人从重处理。

华西城市读本讯（实习记者
昔兴琪）9 月 25 日，记者从隆昌
住建局获悉，为进一步规范隆昌
建筑业，住建局开展建筑市场治
理工作、建筑工地环境治理、强
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措施。

建筑市场治理工作。大力整
治建筑业市场不规范行为，认真
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继
续规范建设领域民工工资行为。

建筑工地环境治理。严格

执行领导责任制和分级负责制，
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和建
筑垃圾专项整治行动。以治理
沿街抛洒污染城市道路问题和
围墙外的建筑垃圾乱象问题为
工作重点，组织专项治理活动 3
次，整治不规范施工现场6处。

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宣传，召开安
全生产例会 6 次，悬挂安全生产
各类标语70余幅。

开展建筑安全执法检查和
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及各类安全
检查6次，累计涉及在建工程96
个（建筑面积 89.32 万平方米），
发出限期整改通知21份，停工通
知书3份。

狠抓建设工程质量。工程
监督率达 100%，工程一次交付
合格率达100%，公共建筑和居住
建筑节能验收合格率达100%，新
型墙体材料使用率达75%。

坚决推广节能材料和新型
墙体材科。对所有建设工程进
行了节能专项验收，全县新建房
屋节能执行标准达100%。以推
广节能、安全、耐用的页岩空心
砌块和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为
重点，积极推广新型墙体材料。

目前，隆昌正在大力推广绿
色建筑，制定了绿色建筑推广政
策，新建公共建筑均按绿色建筑
标准设计。

华西城市读本讯（张登雄 记
者 伍雪梅 宜宾县委宣传部供
图）岷水在左，金沙在右，目送长
江向天际千里奔流……9 月 25
日，记者在宜宾县大街小巷，都
能听到市民在哼唱着同一首歌
曲，该县历时一年半创作的原创
歌曲《天下为友》和拍摄的MV宣
传片最终完成，于今日正式发
布，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首歌曲以全新的视听冲
击和惊人的震撼力，将宜宾县的
城市精神和文化内涵表现得淋
漓尽致，而且朗朗上口，很快就
会唱了。”宜宾县柏溪镇市民张
先生告诉记者，一大早朋友圈就
在疯传了，大家都觉得这部宣传
片的歌曲和MV着实让人点赞。

“《天下为友》是一首为宜宾
县量身打造的歌曲，MV 更是把

宜宾县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巧
夺天工的人文景观和鬼斧神工
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凝聚了宜
宾县美景、美食、美丽文化等元
素。”该县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该县从2016年2月
起就正式启动了新宣传片的创
作工作，而宜宾县县委宣传部作
为牵头部门，以高起点、高标准、
高要求为原则，专门请到了著名

的作词人陈涛和作曲人王备这
对黄金搭档来到宜宾县采风，创
作出宜宾县独具一格的“县歌”

《天下为友》。加上MV的拍摄工
作，整部宣传片历史一年半。

“我作为一位专业作词人，
走过的地方不少，但是宜宾县之
旅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
一切，都成了我歌词里最美的意
境……”著名作词人陈涛说。

据悉，本首歌曲的词曲作
者分别陈涛和王备，都是著名
的词曲作者，陈涛曾先后执笔

《霸王别姬》《从头再来》等歌
曲，王备的代表作有《芈月传》
片头曲、《倚天屠龙记》《大旗英
雄传》《香粉传奇》等，而曾经韩
红演唱的宣传贵州省的著名歌
曲《山水贵客》就是他们两人的
经典之作。

丈夫精神失常后她靠养殖撑起一个家
资中县球溪镇太和桥村预计今年退出贫困村

“以前我们村的路是‘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现在好了
全村基本都实现了道路硬化。”9
月22日，在内江资中县球溪镇太
和桥村，村党委书记刘兴武高兴
地对记者说道，太和桥村因为全
村道路基设太差，农副产品运不
出去，所以从 2014 年开始，太和
桥村正式被纳入贫困村。然而今
年这个村子预计将退出贫困村。

在这一场脱贫攻坚的硬战
中，太和桥村涌现出了许多感人
的事迹和人物，正是由于他们的
不懈努力，敢作敢为才能在短短
3年的时间里让太和桥村发生翻
天覆地的改变。

谢世英正在照顾丈夫。

历时一年半宜宾县拍摄唯美宣传片

隆昌多方位规范建筑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