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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世亮 文/摄

解决饮水难题，暖一村人心

“多亏了舒书记，要不然我们现在还要挑
水喝哩。”日前，正在自家屋前新安装的水龙
头下擦洗手臂的资源县两水苗族乡白石村石
板冲贫困户贺顺高兴地说。今年 75 岁的贺
顺是土生土长的白石村人，对于村里缺水的
历史他有着深刻的记忆。“从前每天都要从
一公里外的水井挑 5 担水，来回就要花两
个多小时。”到了秋冬缺水季节，那口老井
的水也不够大伙日用，村民挑水还得排队。

据了解，贺顺家所在的白石村地处五排
河大峡谷，谷深坡陡，大部分村庄几乎都是
“挂”在半坡上。蓄水用水是一大历史难
题。白石村有个叫野马塘的自然村更是如
此。由于野马塘极度缺水，当地流传着“有
女莫嫁野马塘，一夜等水到天光”的歌谣。
由于自然生活条件差，再加上地处偏僻，交
通闭塞，白石村 387 户 1233 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有 121 户 486 人，贫困发生率
高达 39 .4% ，是自治区深度贫困村。

白石村村民祖祖辈辈挑水喝的现实，深
深地刺痛了刚来村里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的舒
义清的心。“没想到如今还有条件这么艰苦
的村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舒义清对农民
的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白石村要实现脱
贫摘帽，饮水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是空
谈。”舒义清语气坚定地说。

然而，要解决用水极度困难的 7 个屯
80 多户 300 多人的饮水问题并不是件易
事。由于白石村村民居住地分散，要把自来
水管铺设到这 80 多户的家门口总计需要
60 万元的资金。舒义清能从自己单位要到
的资金只有 10 来万元，面对巨大的资金缺
口，舒义清在那段时间不厌其烦地去县市各
政企单位“讨要”扶贫资金。

几个月的奔走，终于筹集了 30 多万元
资金，但还远远不够。舒义清召集白石村村
民一起开会，动员村民集体出力架设水管，
以节省资金。没想到村民了解情况后，二话
没说纷纷表示，他们愿意自己出力铺设水
管、修建水池。“只要是真心为老百姓做实
事，他们还是挺理解和配合我们扶贫干部
的。”舒义清颇有感触地说。

很快，整个白石村忙碌起来。舒义清领
着另外两个驻村干部一起加入到劳动中。材
料选购、路线确定、蓄水池修建、水管架设
等工作，都凝聚着他们克勤克俭的心血和汗
水。“那段时间我经常是一天在县城和村子
之间来回跑三四次。”不到半年时间，舒义
清的车子 4 个轮子和刹车片全都换了一

次。
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去年 10 月，村

民盼望已久的自来水终于送到了家门口， 7
个屯 80 多户农户 300 多人的用水问题得到
了解决。“感谢政府、感谢扶贫后盾单位资
源中学”、“缺水莫过野马塘，百姓盼水泪
汪汪，政府送来幸福水，饮水不忘共产
党”，村民用质朴的语言表达着他们的喜悦
和感恩之情。

作为自治区深度贫困村，白石村贫困发
生率高，对外交流相对较少，不仅饮水设施
落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滞后……面对这
些实际问题，舒义清紧抓精准扶贫好政策的
实施，牵头组织对村情民意进行动态调研摸
底，明确脱贫摘帽存在的短板弱项，分阶段
列出需要攻坚克难事项清单，研究提出务实
解决方案。一年多来，舒义清开展座谈调研
20 余次，走遍了全村绝大部分农户，协调
硬化村屯道路 10 余公里，架设太阳能路灯

30 余盏，漂流码头所在地——— 两河口屯生
态屯示范点建设也准备开工。白石村的村容
村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喜人变化。

壮大集体产业，富一方土地

喝上了自来水，走上了水泥路，但白石
村村民的腰包还没鼓起来。“要让村子真正
脱贫，产业发展是基础。”舒义清介绍说，
受地形限制，白石村山多地少，人均耕地不
足两分，之前村民大多外出打工维持生计。

“这里的农民穷怕了，不敢冒一点风险。
要想把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就必须发展村
集体产业，起到一个带头示范作用。”舒义清
说。白石村山高谷深，青壮劳力基本外出打

工，留守家中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如何找到
适合白石村脱贫致富的集体产业，并实现可
持续发展，这是萦绕在舒义清脑中的一大课
题。依据当地气候和森林资源条件，经反复思
考和多方比较后，他下定决心发展食用菌产
业。为此，他专门邀请桂林市食用菌专家一道
赴香菇之乡——— 浙江省庆元县实地考察，了
解产业发展前景和栽培技术。

在舒义清全力推动下， 2019 年 1 月 8
日，白石村的菌棒厂开工建设。但很快，白
石村的食用菌产业就遭遇了资金的难题。
“原本贫困村有 10 万元发展村集体经济的
专项资金，但申请使用要一个过程，这样我
们的食用菌产业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发展
起来。”为了不耽误进程，舒义清自掏腰包

3 万多元，给村子垫资购买食用菌生产的
设备。“我做村干部几十年了，还是头一
回见上面来的干部自己掏腰包帮我们发展
生产的。”白石村委主任王行东说。

为了打响村里第一个产业，舒义清是
既出资又出力。 2019 年 2 月 27 日，菌
棒厂头一回进行菌棒消毒处理，舒义清和
菌棒厂厂长邓高权守到凌晨 4 点多。邓
高权说：“舒书记这么拼，我们深受感
动，必须干出点成绩来，让乡亲们日子越
过越好。”在舒义清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
下，白石村目前已建成占地 2000 多平方
米的香菇大棚 3 个，生产了 3 万多棒香
菇、木耳菌棒，解决了 20 多户贫困户的
就业问题，同时培养了一批食用菌种植能
手，去年村集体收入 4 万多元，实现了
村集体收入零的突破。“今年冬天，我们
要继续扩大生产，生产 10 万棒香菇、木
耳菌棒，村集体收入突破 7 万元。”舒
义清信心满满地说。

舒义清知道，光靠一个食用菌产业还
远远不够。现在，舒义清又在忙碌着着手
在白石村的天然河道打造一个集养殖、休
闲垂钓于一体的产业。据他介绍，目前村
里利用葡萄溪一段一公里多长的 U 形天
然河道，正在建设 6 个梯级鱼塘，面积
50 多亩，发展中华鳖、桂鱼等高端鱼养
殖，建成后，预计每年至少可增加集体经
济 10 万元。同时打算发展垂钓、养生等
产业，把白石村建设成桂林闻名的垂钓休
闲小镇。

为统筹村集体产业发展，白石村还成
立了由村党总支领办的首个专业合作社，
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
式推进食用菌种植和高端河鱼养殖，推动
集体产业发展壮大。

资源白石村第一书记舒义清：

苗乡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秦梓清）环广西公路自行
车世界巡回赛桂林赛段赛事即将举行。为保证此次重要赛
事顺利进行，近日，临桂区城管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
全力保障，确保该城区比赛赛道沿线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记者从临桂区城管局了解到，结合开展创建全国文明
城等提升城市环境品质重要行动，该局加强了环卫、渣
土、城管等部门日常巡查力度，清理了一大批卫生死角和 7
处建筑垃圾乱堆问题，同时，积极推进赛道沿线（临桂区
西城大道莱茵生物公司至一院两馆终点段）市政设施修复
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完成赛道沿路的全部路沿石修复，
对赛道内 150 ㎡的损坏沥青道路进行了修复，剩余零星损
坏部分大约 100 ㎡预计于 10 月 10 日前可完成修复，而沿
路的雨水篦子井计划于比赛前完成橡胶垫安装覆盖。

目前，该城区赛道沿线市容秩序总体良好。

临桂城管局推进

环广西自行车赛

沿线风貌整治工作

临桂区城管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秦梓清）为有效保障城市道

路交通安全，解决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占用城市道路的突出问
题，近日，临桂区城管部门积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营造“平安、畅通、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据了解，本次行动从 10 月 1 日开始，整治时间预计半
个月，临桂区城管部门联合交警、交通等部门共计 140 余
人，重点针对临苏路口马路市场和人民路延长线占路经营早
市进行专项整治，并逐步覆盖至其他重要路口。据临桂区城
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两个重要路口道路交通安全整
治，联合执法队伍大体分两个部分推进，其中，凌晨 1 至 6
点主要整治人民路延长线占路经营早市；中午 11 点至 1
点、下午 4 点至 7 点主要整治临苏路口马路市场，通过重
点时段高强度、高密度覆盖有效打击各类影响道路交通违法
违规行为。

据统计，截至 10 月 8 日，专项整治行动共发放相关法
律法规宣传资料 300 余份，查处纠正占路经营等违法违规
行为 100 余起，有效防范和遏制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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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日前，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实
施质量强市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工信局主办的“桂
林市企业高层治理工作交流研讨会”在榕湖饭店举行。来自
我市 40 多家知名企业以及产品质量方面的专家提聚一堂，
共同探讨“市长质量奖”与桂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话
题。

据悉，此次活动是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4 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
开展 2019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的通知》要求开展的一项
重要活动。同时，也是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桂林市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精神，进一步推进我市质量强
市战略，推广“桂林市市长质量奖”获奖组织在提升产品质
量、服务质量、发展质量方面的经验，宣传“一流山水 一
流质量”的桂林城市质量精神，促进桂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
展。

据了解，“桂林市市长质量奖”是桂林市政府设立的最
高质量荣誉奖，授予本市质量领先、技术创新、品牌优秀、
效益突出，并为我市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组
织）。该奖项自 2012 年设立以来，有效地开展了 5 届市长
质量奖的评审，共有 9 家企业获得市长质量奖， 9 家企业
获得市长质量奖提名奖。

当天的活动中，我市几个曾获“市长质量奖”，或是获
得“自治区主席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企业代
表受邀上台作经验交流发言，并与其他企业高层及质量专家
共同探讨。

桂林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种形
式，为桂林市的企业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引领
更多的企业（组织）持续改进、追求卓越。

“市长质量奖”如何助推

桂林经济高效发展
40 多家知名企业高层

齐聚“论道”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韦票） 10 月 8 日上午，象
山城管大队阳桥中队执法队员日常巡查时，遇到不法分子偷
窃手机，执法队员立即出手勇擒小偷，帮市民追回手机。

据了解，当时象山城管大队阳桥中队执法队员正在崇善
路一带进行日常巡查，看到一名女子一边奋力奔跑，一边大
声呼喊：“有人偷东西了，快抓小偷……”顺着女子所指的
方向，队员龙海宁、莫玉孙看到一名身着白色上衣、迷彩夏
裤的男子正往西城路方向逃跑。

见此情景，两名队员毫不迟疑，立即上前追赶，追到西
城路时莫玉孙拦住了嫌疑人去向，龙海宁则趁机将嫌疑人制
服，并从嫌疑人裤子口袋里搜出一部手机。经过女子确认，
确是其被偷的手机。随后，后面过来的队员报了警。待民警
到达，城管队员一起协助民警将嫌疑人押上了警车。

女子对城管队员的见义勇为深表感激。原来，上午 10
点 20 分左右，她在打扫店铺卫生时，将手机放在办公桌
上，一时未注意，被小偷进店偷走了。手机里面有很多重要
的文件，幸亏城管队员帮她追回了手机。

围观市民见到城管队员出手抓小偷纷纷赞扬叫好。两名
城管队员表示：“维护社会和谐，我们义不容辞。”

巡查途中遇小偷

城管队员勇出手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汤丽萍）“哇，我猜到了，
可以去领奖了！”重阳节前夕，叠彩区北门街道铁路社区劳
保站开展了主题为“敬天下老人·扬中华美德”的游园活
动，来自辖区的老年人和环卫工近 300 人欢聚一堂，共庆
佳节。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大早活动现场已是人头攒动，套
圈圈、运乒乓球、蒙眼击鼓等一系列既简单又有趣的活
动，深受老年人的喜爱，大家热情高涨，活动现场欢声不
断。

同时，社区党总支的党员志愿者就预防登革热、安全感
满意度及扫黑除恶等内容向居民们作了宣传，通过派发宣传
资料，面对面地进行咨询，进一步巩固宣传效果。

铁路社区：

重阳节游园乐开怀

 10 月 7 日，
灵川县灵川镇五厂社
区开展“喜庆国庆
欢度重阳”文艺演出
活动，社区居民 300
多人齐聚一堂，歌舞
翩跹，共同欢庆双
节，用饱满的精神表
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抒发了热爱祖国
的深厚情感。图为当
天社区居民挥舞国旗
在歌唱《我和我的祖
国》。

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廖梓杰 摄

山中无竹家无箩，

田中无水难种禾。

精准扶贫搞得好，

大家来赞书记哥。

在资源县两水苗族乡白石村，村民中传唱着这样一首山

歌。山歌中的“书记哥”就是白石村第一书记舒义清。自

2018 年 3 月被组织派驻自治区深度贫困村——— 两水苗族乡白

石村担任第一书记以来，舒义清以村为家，想方设法为白石

村解决饮水难题，达成了白石村村民喝上自来水的夙愿。在

不断完善白石村基础设施的同时，舒义清还费尽心思争取项

目，帮助白石村发展村集体经济，带领白石村走上脱贫致富

的康庄大道。

▲舒义清在查看新修的水泥路。

▲白石村石板冲贫困户贺顺在使用家门口的自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