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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县三建乡目前有建卡贫困人口 777 户 3154
人，其中：未脱贫 5 户 11 人，贫困发生率 0.08%，全乡
2017-2019 年累计脱贫退出 138 户 441 人，综合贫困
发生率下降 2.34 个百分点。
贫困症结
三建乡贫困程度深、范围广，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的原因：
一是地理环境恶劣，属喀斯特地貌，地形呈“三
山夹两河”之势，海拔从 230 米急剧提升到 1200 米；
道路弯多路窄，交通十分不便。
二是自然灾害多发，乡场镇是全市 4 个重大地质
灾害点之一，
乡域内有 27 个地质灾害点。
三是内生动力不足，群众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60%，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留守空
巢老人较多。
脱贫武艺
雷笋，学名雷竹笋，又名雷公笋、早园笋、雷笋，
因早春打雷即出笋而得名，是春笋市场上最早上市
的笋种。
雷笋 2 月初出笋，笋期 60-70 天，于 4 月中旬结
束。三建乡共栽植笋竹 8000 余亩，今年部分雷竹进
入试产期，预计鲜笋产量可达 4 万斤，仅销售收入就
将助农增收 2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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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一年他让村里发生巨大变化
还成了孤儿兄弟最亲的
“何叔叔”

雷笋节节高
生活日日新

何亮辅导
小涛和小
乐学习。

8000 余亩
今年预计鲜笋产量达 40000 斤
销售收入可助农增收 20 余万元
丰都三建乡栽植笋竹

巫溪县田坝镇岩湾村第一书记何亮近日驱
车回到主城，拿着自己撰写的一份“详细情况”
回到所派单位重庆科技学院，将村里相继失去
父母的两个孩子情况上报给学校。随即，学校
也加入到帮扶这两个孩子的行列中，
“作为一名
教育者，
愿所有的孩子都不负青春！”
这个月，
何亮刚好驻村一年，
他的出现为大山
里的岩湾村带来希望，
2019 年顺利完成整村脱贫
销号县级和市级验收通过的目标任务。村民表
示，
“他让我们岩湾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多方奔波，为失去双亲的孩子筹钱

数说脱贫
7.05 万元
2019 年，三建乡 8 个村（居）集体经济收入 56.38
万元，平均收入 7.05 万元。全域实施农村“三变”改
革，兑现首批保底收益 432 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对口帮扶资金拨付率分别为 93.5%、
100%。
两不愁三保障
开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专项排查 3599
户，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112 个，其中住房
问题 8 个、义务教育问题 4 个，
饮水安全问题 100 个。建卡贫
困户纳入低保 159 户 364 人，实
现了符合条件对象全覆盖。完
成建卡贫困户“十三五”易地扶
贫搬迁 100 户 382 人。

丰都县
三建乡

地处丰都县中南部，是重庆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距丰都县城 28
公里，幅员面积 63 平方公里，辖 7 个村
1 个社区、45 个村（居）民小组，有 3862
户 13865 人。

村民廖龙堂在竹林里挖竹笋。上游新闻记者 任君 摄
四月，
春意正浓。
丰都县三建乡一片片竹林地里，趁着春日，春笋一茬接一茬地往
外冒，
一节节生长。
竹林间，
人影穿梭，
村民们正忙着挖笋，
装满了一个又一个箩筐。
三建乡地处丰都县中南部，距离县城 28 公里，有 3862 户 13865
人，
是全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当地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海拔从 230 米急剧提升到 1200
米，地理环境相对恶劣。因此，
“种什么”是三建乡打赢脱贫攻坚战必
须
“解答”
的关键问题。
如今，
8000 余亩竹林，
就是三建乡给出的答案。
今年，三建乡的鲜笋产量将达到 4 万多斤，仅销售收入就可以助
农增收 20 余万元。
春笋破土节节高，
三建乡当地村民的生活也在
“节节高”
。

扎根 政府搭台让荒山变竹海
三建乡广泛种植的雷竹，并非当地土生土长。雷竹为什么会在
三建乡扎根？三建乡绿春坝村驻村第一书记禹华伦带着重庆晨报·
上游新闻记者走进了一片竹林。
“这是三建乡长出的第一片竹林。”64 岁的廖龙堂在林中一边熟
练地挖着竹笋，一边笑着说。
时间回到 27 年前，廖龙堂在浙江省临安县一家雷竹种植基地
打工。当地盛产雷竹，竹笋十分鲜美，价格高达 20 元一斤，供
不应求。
“要是老家也能种上雷竹，然后挖笋来卖，那该多
好！”廖龙堂心里盘算着。第二年回家过年时，廖
龙堂带上了老板
送他的两

土鸡蛋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棵雷竹苗回家试种。
不到 3 年，他带回来的两棵雷竹苗就长成了一片竹林。到了
1998 年春天，
廖龙堂已经开始挖竹笋卖钱了。
这些年，廖龙堂靠雷竹挣的钱不但脱了贫，还翻新了家里的旧房
子，添置了家具家电。廖龙堂也不再外出打工，而是在家里专心侍弄
这些竹子。
廖龙堂种雷竹赚了钱，不少村民动了心。村主任秦东生和村干
部也挨家挨户走访做工作，鼓励和号召村民一起动起来。村里还专
门成立了合作社，在组织村民种植雷竹的同时，拓展销售渠道，寻找
农产品企业批量购买。
绿春坝村通过发展雷竹产业，
不仅实现了整村脱贫，
还成了名副其
实既有
“绿”
又有
“春”
的美丽乡村。如今，
雷竹产业已经发展成为三建乡
脱贫增收的骨干产业。看着一座座荒山变成了竹海，
村民们都笑了。
通过政府搭台、
“三变”改革等举措，村民们把土地流转给专业公
司种植雷竹，不仅可以获得租金、参与分红，还能在林地务工增加收
入。经过几年的培育和发展，三建乡的雷竹产业已经初步取得改善
生态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成效。
目前，三建乡的竹林面积已有 8000 多亩，今年的鲜笋产量预计
将达到 4 万多斤，仅销售收入就可以助农增收 20 余万元。
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扶贫集团帮扶下，三建乡还发展青脆李、
蟠桃、猪腰枣等产业共 1 万余亩，打造
双鹰坝采摘园等 15 个产业基
地，实现了“一村一品”
产业发展布局，粮经
比由 9:1 调整为
2:8。

村民整理采摘回来的竹笋。

新家 贫困户盖起了三层楼房

建设 因爱上这里的“乡愁”搞起民宿

随着三建乡的各个建设项目有序复工，46 岁的廖腾华又在工地
里忙碌了起来。
去年，廖腾华一家 6 口不仅实现脱贫，还住进了新房。今年，廖腾
华想多挣点钱，把新房再装修一下。
廖腾华是家里的顶梁柱，过去几年，廖腾华常年在外地的工地找
活干，专拆老房子。而在廖腾华心里最想拆掉的老房子，却是他住了
几十年的家。
“住在老房子里最怕的就是刮风下雨。”廖腾华说，每次遇到下雨
天，
都是屋外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
去年上半年，廖腾华家的老房子被纳入 D 级危房改造范围。老
房子的旁边很快盖起了一栋新房子。
“本来只盖一层楼，都是政府掏钱。但是我想一家人再住好点，
去年也挣了钱，就自己再加盖了两层。”廖腾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
三建乡发展雷竹产业的村民一般有三份收入：
第一份收入是流转土地的保底收益金；
第二份收入是在竹林务工的收入，
平均按60—80 元/天/人计算；
第三份收入是销售分红收入。这三份收入一年算下来，人均可
以增收 1 万多元。
村里还给廖腾华安排了一个公益岗位，
每个月有 1700 元。
去年，
廖腾华一家纯收入超过了 4 万元。
在新房的客厅里，廖腾华的父母正看着电视，这台 55 寸的大彩
电和家里的双开门大冰箱都是今年新添置的。
三建乡乡长任正义介绍，2019 年以来，三建乡按照县委专项行
动要求开展排查 3599 户，发现并销号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112 个，
其中住房问题 8 个、义务教育问题 4 个，
饮水安全问题 100 个。

三建乡被纳入深度贫困乡镇后，共开工建设了 51 个脱贫攻坚项
目，涉及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目前，已有 33 个建设项
目完工。
这些脱贫攻坚建设项目和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正在给三建乡带来
新变化。
在绿春坝村村口，一片 500 余亩的花卉产业园已基本建设完成，
计划今年 5 月对外开放。届时，
游客可以在这里休闲赏花、戏水小憩。
花卉产业园的对面，是一个正在打造的民宿聚集村落。村落的
入口处有一棵五六个人才能环抱住的老黄桷树。走进村落，潺潺流
水、庭院花香、休闲亭台沿着小径进入视野，
错落有致。
在村落的一个院子里，
彭红娟和老公正忙着装修民宿。
彭红娟是丰都县城人，
两口子在全国各地开了不少民宿。
“一直想在家乡开个民宿，
但以前没找到环境这么好的地方。
”
彭红
娟说，
去年她偶然一次来到三建乡游玩。
“第一次来就爱上了这里！
”
这里有山、有水、有竹林，是彭红娟一直寻找的“乡愁”。得知三
建乡正在推进民宿项目建设后，她一口气租下了四个院落。除了经
营民宿外，
她还打算在这里打造康养项目。
任正义介绍，三建乡的民宿项目最快将在今年夏天对外开放。
项目还将配套建设农业体验区，村民除了出租房屋的租金外，届时还
能在民宿打工挣钱，进一步带动增收。

三建乡全貌。

发展 农产品供不应求乡村旅游蓄势待发
随着三建乡笋竹陆续上市，廖家坝村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廖丽娟
也比以前忙碌了很多。
廖家坝村是三建乡第一个发展电商的村。通过电商平台，三建
乡的雷竹笋、土鸡、土鸡蛋、冷水鱼等农产品被卖到了全国各地。
“以前是货多了愁卖不出去，现在是订单多了怕货不够。”廖家坝
村驻村第一书记章烈说，2019 年以来，廖家坝村电商平台累计实现
销售额 204 万元、全口径 280 万元（占全乡销售额近 50%），位居丰都
县和全市十八个深度贫困乡镇村级电商前列。
三建乡还有 7 个村在廖家坝村示范带动下，积极发展村级电商平
台服务站，
全乡累计实现重点扶贫农产品销售额突破 600 万元。
“去年，我们在电商发展‘1+8’
（一个集配中心，8 个村级平台服
务站）总体规划基础上，启动了龙河流域区域性电商集配中心规划建
设。”任正义介绍，电商集配中心正在修建中，配备了冷冻库，将有利
于农村生鲜的销售。
“围绕集配中心，我们正在建立龙河流域电商联
动协调机制，探索整合龙河流域资源。”任正义说，三建乡的乡村旅游
产业正蓄势待发，做大做强区域电商对三建乡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任正义表示，今年三建乡将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仅有的
未脱贫的 5 户 11 人将在今年实现脱贫。
三建乡的发展，如春雷后的春笋，正
“节节高”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王淳 丰都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熊先伟 陶涛

“小涛小乐（均是化名），我又来看你们了！”
4 月 8 日一早，
何亮来到岩湾村一农户的家中。
何亮介绍，去年 3 月他刚来到村上，村里便
安排三户贫困户让他帮扶，丧夫独自带着孩子
的李明现是其中一家。上个月底，李明现因病
去世，留下四个孩子，其中 12 岁的小涛和 10 岁
的小乐，还在读小学。在帮忙处理完后事后，何
亮想到，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帮助这两个失去
双亲的孤儿。
“其大儿子目前打工，二儿子我想让他报名
‘建工班’，看今后能否去对口扶贫单位重庆建
工集团工作。”何亮说，目前他最担心的还是这
两个小孩子，不能因此辍学，并且生活上还需要
人照顾。
见何亮来到家中，年纪最小的弟弟小乐一
下子抱住他，亲切地叫“何叔叔”。
“何叔叔，您上
次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今后一定好好学
习，
我想考大学！”
小乐眼里含着泪水。
何亮鼻子酸酸的，他扶着小乐和小涛的肩
膀说道，
“放心，只要你们肯好好学习，何叔叔一
定帮到底……”
前几天，何亮专程为两个孩子读书的问题，
撰写详细情况，并从巫溪驱车回主城，将情况汇

光荣榜
1.4 月 8 日，出租汽车渝 A61T31 驾驶员舒世
春师傅捡到金色苹果手机一个。
2.4 月 5 日，出租汽车渝 A8T399 驾驶员程政
师傅捡到名为
“孙志勇”身份证一张。
3.4 月 5 日，出租汽车渝 A25T95 驾驶员余明
师傅捡到宝马轿车钥匙一把。
以上未领取的物品，失主可到主城区出租
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报给重庆科技学院校领导。学校领导高度重
视，商议后决定以学校的名义与当地政府签订
一份资助协议，出资 6 万元，帮助两个孩子完成
义务教育阶段的就读生活费、杂费等支出。

驻村一年，村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年 4 月，重庆市从各市属单位仔细遴选
出 290 名第一书记，到贫困村报到并开展驻村
扶贫工作。重庆科技学院共选出 4 名，何亮便
是其中之一。
到岩湾村这一年以来，在何亮提出的“一户
一策”的扶贫帮助下，通过大家的努力，岩湾村
于 2019 年 12 月顺利完成整村脱贫销号县级和
市级验收通过的目标任务。
岩湾村位于巫溪大山中，地势最低处海拔
400 米左右，
最高的山顶海拔2200 米左右。因地
势陡峭，全村没有一处水田，何亮通过调研后提
出，
这里不适合种植业发展，
而一定要向养殖业：
山羊、肉牛、蛋鸡、生猪的精细化产业方向转移。
“实践证明，我们村走这条路是对的！”岩湾
村党支部书记邓柏荣说，去年一村民贷款 8 万元
购入 20 头母羊，现如今已变成 200 多头，再加上
引进的几头肉牛，现在整体价值已经接近 50 万
元。一年过去了，村民们说，
“ 我们岩湾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2020年，
我为驻村制定了20条帮扶计划，
我
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助村民理清和找准未来发展的
思路和方法，
帮助他们形成发展的长效机制。
”
随着村口景区集散中心的建成，十里桃花
路的盛开，百片黄柏树的成林，千亩药材基地道
路通车，万平特种养殖基地的运行，村民的生活
水平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何亮如今最大的愿
望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再来到村里的时候，老
百姓仍旧对他竖起大拇指，
“这便是我人生最大
的幸福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迪西

曝光台
1.4 月 8 日，向某驾驶车牌为川 Q53B1*机动
车，在江北机场因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
客运经营被查处。
2.4 月 7 日，谢某驾驶车牌为桂 C97G3*机动
车，在重庆北站附近因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
汽车客运经营被查处。
3.4月6日，
石某驾驶车牌为渝B67T3*巡游出
租汽车，
在巴南区万达广场附近因拒载被查处。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旭

口疮便秘胃难受，
怎么办
口臭口苦咽干对症治疗要重视 有了口臭便秘，如何缓解尴尬？治口臭口疮请用养阴口香合剂

出现：口臭、咽干口苦、胃灼热痛、口腔溃疡、肠燥便秘等症状
的人群,如果胃热津亏、阴虚郁热，可选用养阴口香合剂。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高原苗药养阴口香合剂，国药准
字 Z20025095，选用贵州名贵金钗石斛鲜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
关，精选十余味地道药材而成。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胃泻
火、行气消积，用于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苦,胃灼热痛,
肠燥便秘。一次 30 毫升,一日两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用药同时还应避免：熬夜、烟酒过量，过食辛辣肥腻等不良生
活习惯,注重休息,缓解工作压力,有益于康复。养阴口香合剂，呵
护健康。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广告

【功能主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
气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
致的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
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 Z20025095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
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 201231-00007 号
经销地址：和平连锁、桐君阁连锁、全兴连锁、 电话：
太极连锁、一心堂连锁、万鑫各大药房、鑫斛连锁、
健之佳连锁、万和连锁、唐氏连锁、昌野连锁、时珍
阁连锁、心连心连锁、康泽连锁药房药店有售 网址:http://www.gzwst.com

4000809577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
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治肠炎止腹泻——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
生活中可能会出现腹泻，有时反反复复，有时饮食刺激、或是
精神紧张就腹泻难耐，可能是患上了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肠
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要及时专业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用于功能性
腹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苦参碱总碱具
有升高白细胞数，加强机体免疫力而起抗菌作用，鞣酸可使肠黏
膜表层内的蛋白质形成一层保护膜而减轻刺激，降低炎症渗透物
和减少肠蠕动，起收敛止泻作用。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牌
鞣酸苦参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长期腹泻患者应按疗程使用，
巩固疗效，儿童成人用法用量请阅读说明书。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购买和使用。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
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
腹泻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少数人

电话：

4000809577

有头昏、嗜睡、恶心等症状。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688
网址:http://www.gzwst.org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 201231-00009 号
经销地址：和平连锁、桐君阁连锁、全兴连锁、万家燕连锁、万鑫各大药房、
万和连锁、海通大药房鱼洞店、万鑫宸桥鱼洞店、万康大药房沙坪坝店、艾佳大
药房渝中店、北碚冬梅诊所。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