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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坝之变
全媒体记者

苏家坝，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村民
小组，成了当地“网红”。
苏家坝， 隶属普子镇石坝子村，
坐落在普子河畔的一座半山腰上。
苏家坝之变， 源于人居环境改
造。
10 月 10 日，雨后初晴。 空气中
散发着淡淡的泥土清香。 我们慕名前
往采访，切身感受苏家坝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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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支持和帮助下， 她建起了小平
房，房前地坝硬化了，屋里灶台也安
上瓷砖了。
“感谢党委、政府的好政策，现在
出行太方便了！ ”曾启梅说，以前去集
镇赶场，先下到普子河，过河后，再沿
崎岖的山路往上爬。 一去一来，要走
三四个小时。
“现在有客运车辆跑， 直接坐到
家门口，安逸！ ”曾启梅乐呵呵说。

出行之变
环境之变
从彭水县城出发， 途经普子集
镇，沿一段通村公路，踏过普子河，再
爬一段坡，便进入苏家坝地盘。
越野车刚停下， 映入眼帘的是，
一条环组公路从苏家坝穿插而过，宛
如一条玉带，向山涧蜿蜒。 农户就零
星分布在公路两侧。
“苏家坝，今非昔比。 ”村民李绍
其家住在公路旁。 我们来到他家时，
他请来的工人正给外墙粉刷。“
现在，
我不再担心什么灰尘、泥浆了。 ”
李绍其回忆起以前的场景， 仍然
历历在目。 他说，天晴，灰尘漫天飞扬。
下雨，车辆溅起的泥浆，到处都是。可谓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到了 2015 年， 随着公路硬化，
苏家坝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李绍
其说。
曾启梅是村里的建卡贫困户，因
为常年患病，生活过得紧巴巴。 在镇

这个国庆节，村民李元清心里像
吃了蜂蜜一样甜。
在 9 月份环境卫生评比中，他家
拿到了“最整洁”这个牌匾，还得到了
一袋洗衣粉奖励。 村民们好生羡慕。
来到李元清家，我们看到，一楼
一底的小洋楼， 在阳光的照射下，显
得格外耀眼。
走进堂屋，正大门上方贴着“最
整洁”牌匾。
李元清对于我们到访， 很是高
兴。“
听说你们家最整洁，我们来观摩
“
还有差距，还有差距……”李
学习。 ”
元清谦虚地说。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李元
清家，客厅摆放的沙发、茶几，整整齐
齐、干干净净。 客厅两旁，是两间卧
室。 推开门一看，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像个“豆腐块”。 卧室配有卫生间，梳

发出平安建设好声音 讲好平安彭水好故事

“十个一”助力政法综治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元忠） 10
月 11 日，记者从县综治委获悉，我县决
定在 10 月份以开展“十个一”活动助力
政法综治宣传月活动，发出平安建设好
声音，讲好平安彭水好故事，促进平安
建设、法治建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
项工作措施深入开展。
开展一次广场集中宣传活动。 开展
宪法宣传、法律咨询服务，宣讲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普及生产经营、食品药品、
交通、消防、地灾防治等安全知识，增强
思想防范、治安防范意识，增强政法综
治工作的舆论氛围。
开展一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文艺
巡演活动。 各乡镇利用义务巡防队、专
职巡防队、 专职网格员队伍和党员、居
民代表志愿者队伍等群防群治力量组
建文艺小分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

形式，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延伸到了每
个网格、每户家庭。
组织一次市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采取多维度宣传手段，精心组织开展系
列性、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活动，挖掘
和报道在平安建设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人物事迹， 在全社会传递崇尚先进、学
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正能量。
编发一组公益短信。 电信、移动、联
通三大通信运营商在宣传活动月期间
要分别向广大用户群发“平安短信”100
万条以上。
制作一期平安建设宣传长廊。 围绕
“深化平安彭水建设， 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主题，在山谷居广场对面的宣传橱
窗上制作一期宣传专栏，提升公众对平
安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张贴一批固定性的横幅标语。 在

县交委绿色出行从身边做起
本报讯 （通讯员 龚 冲） 10 月 11
日，笔者从县交委获悉，县交委组织辖
区公交客运企业认真开展 2018 年“绿
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
动，提升公交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绿 色 出 行 、

本报外联电话

总编室:78866206

从身边做起” 为主题， 在县城十字
街、渝运集团十五分公司、大转盘、
河堡等人流集中场所张贴宣传海报
10 张 ， 向 市 民 发 放 宣 传 单 500 余
份，旨在宣传公交优先发展政策，提
升公交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 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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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台、热水器、蹲便器……一应俱全。
就连放在梳妆台上的几个水杯、几把
牙刷，都朝着一个方向，让人看着特
别舒服。
你当过兵。 ”
“没有，没有！ ”李元
“
清连连摇头。“
这是生活习惯，习惯就
好！ ”
陪同我们采访的组长李晓波说，
村里以小组为单位，按照“最整洁、整
洁、较整洁、不整洁”四个等级进行卫
生评比，激励村民把环境卫生搞得更
好，每月评选最整洁的农户，村上按
月奖励适量礼品。
与村民李元清相比，村民王昌兰
就显得十分郁闷。
在 9 月份卫生评比中，由于厨房
收拾不是很干净， 只评了个“较整
洁”。 她有点不服气， 如今只要有空
闲，就擦桌子扫地，整理房间。“我要
在 10 月份评比中，甩掉‘较整洁’，确
保
‘整洁’，力争
‘最整洁’。 ”
为小家，为大家，搞好卫生人人夸。
这在苏家坝已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如今，闲暇之余，村民们时不时在

高速路口、景区干道、铁路沿线制作
一批固定性的平安建设宣传标语。 各
乡镇、 街道在场镇及村民聚集点、集
贸市场、人口流动量大的公共场所通
过悬挂横幅、标语等，进行高密度、广
范围、长时间的综治宣传。
开展一次“致县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一封信”活动。 汇报今年工作
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竭诚希望一
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平安建设工作。
开展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围绕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枫桥经验重庆实践、政法部门服
务经济发展、宪法宣传等重大主题开展
集中宣传日活动。
开展一次新媒体推广活动。 加强典
型人物的培育和典型经验的挖掘，将笔
头、镜头对准基层一线，多报道群众的
安全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开展一次反邪教宣传警示教育活
动。 以家庭为基础，以农村院落、城市小
区、各类学校为重点，开展反邪教公益
电影进村社 （校园）， 力争实现农村村
民、城镇居民、在校学生全覆盖。

社会营造了解公交、关心公交、支持
公交、选择公交的良好氛围。
按照县委、 县政府的统一部署，我
县已落实 65 周岁以上老人、 革命残疾
军人、四级以上残疾人、学生及普通人
群优惠乘车政策，让我县广大群众享受
到了公交改革的实惠。 目前，全县公交
车运行稳定、规范、有序，投诉案件明显
下降，广大居民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公
交行业的服务形象得到了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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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朋友圈晒出家乡美照，让苏家坝
成了
“网红”。

观念之变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行动。
苏家坝海拔近 500 米， 有 52 户
人家，其中建卡贫困户 15 户。
长期以来， 苏家坝村民傍山而
居，面朝黄土背朝天，默默耕耘在田
间地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日子。
“
10 多年前，村民以包谷为主食，
要逢年过节才能吃大米。 ”组长李晓
波说，苏家坝土多田少，村民们主要
种植包谷、 红苕和洋芋等传统作物，
往往地里产什么，村民就吃什么。
苏家坝，到底路在何方？
“必须解放村民思想， 走出一条
乡村振兴之路。 ”组长李晓波说，早在
10 多年前，村民们就依靠不等不靠不
要的传统，投工投劳投钱，修建了 10
公里长的到组公路。

前些年，根据苏家坝的土壤、气候
等条件，村支两委征求村民意见，因地
制宜，科学论证，决定把部分山地用来
种植经果林，既美化环境，又开辟一条
可持续的致富道路。
建卡贫困户李绍周是最先吃螃蟹
的村民。 他把房前屋后的 1 亩多地种
植蜜桔和柚子，一年收入 3000 多元。
如今，在环组公路的怀抱中，柚子
园、桃子园、蜜桔园、李子园等星罗棋
布，如诗如画，把整个村庄装扮得分外
妖娆。
勤劳朴实的苏家坝人， 家家户户
坐拥美丽的“
农家庄园”。 他们用不等
不靠不要的精神， 迈步走在精准脱贫
的路上，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县多举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连日来， 我县高度重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 全县各级各部门
积极营造浓厚工作氛围、 层层发
动群众， 突出重点领域进行线索
摸排， 同时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到
位， 有力推动了扫黑除恶工作的
开展。

保家镇：10 月 11 日 ， 笔
者从保家镇获悉，保家镇组织辖
区 内 综 治 专 干 和 群 众 代 表 150
余人开展扫黑除恶知识专题培
训。 为提高基层干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实际工作能力，促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知识在广大群众
中入脑入心。
培训中，综治办负责人彭畅
采 取 播 放 PPT、 视 频 、 案 例 分 析
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学习了中共
中央、 国 务 院 下 发 的《关 于 扫 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 用简明易懂的语
言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的
背景、意义、打击的重点和对象，
黑恶势力范畴以及举报渠道进
行了重点讲解。 结合工作实际，
对综治专干在扫黑除恶工作开
展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典
型事例进行一一分析并提出相
应解决措施。
培训中还设置了互动的环
节， 通过随机抽取现场听课干部
群众就扫黑除恶知识进行问答，
调动了学习氛围。 大家纷纷表示，
此次培训专业性、针对性强，通过
培训学到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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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在今后的坚定了扫黑除恶工
作信心， 下一步将齐心协力补齐
短板、扎实做好扫黑除恶工作。
（通讯员 周叶玲）

长生镇：10 月 11 日，笔者
从长生镇获悉， 长生镇组织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基础知识考
试，以进一步营造浓厚氛围，检验
全体干部职工对“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相关知识学习成效。
考试采取现场闭卷答题的方
式进行，紧紧围绕扫黑除恶目标、
重点等内容， 检验干部职工对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法律法规知
识的掌握程度，以考促学、学考并
进， 增强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
要意义的认识。
据现场观察， 此次参加考试
的“考生”有即将退休的老同志，
也有刚刚参加工作的新同志。“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普法
主体，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 不了
解、不熟悉，又如何能让老百姓做
到知晓？ 今天这场考试，目的是检
验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测试大家
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底了解多
少，同时也是一次专项宣传，请大
家认真答题，不得弄虚作假。 ”长
生镇相关负责人说。
（通讯员 代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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