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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挲村：从围“火塘”到围桌吃饭
□李磊 本报记者 李杰 文/图

在米易县城西南部，群山蜿蜒高
耸，安宁河奔腾不息，撒莲镇摩挲村坐
落于这青山绿水间。

9月2日，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记
者走进摩挲村村民的尔体家。宽敞明
亮的客厅里有电视、电扇，崭新的餐桌
上，青椒炒肉、炒莲白、番茄蛋汤冒着热
气，的尔体和妻子正在吃午饭。

“有桌子吃饭就是好啊，干净又卫
生，吃着心情都好。”的尔体说，餐桌是
帮扶人送的，他家以前都是围着“火塘”
吃饭，日子也过得艰苦。

举家搬迁扎根摩挲村
摩挲村，因海拔 2000 多米的风流

山，山峰陡峭、四季多风，加上山间植被
茂密，而刮风引起树叶发出“挲挲”的声
音，故而得名。

位于风流山山腰及以上的村民，大
多是凉山自主移民，之前的生活艰辛、
困难。的尔体正是自主移民之一。
2001 年，的尔体在了解到摩挲村气候
适宜、土地产量高、环境条件好后，经过
慎重考虑，举家从凉山州搬到摩挲村。

初入摩挲村，的尔体一家人既请不
起工人，又买不起砖瓦、钢筋、水泥，靠
着一家人出工出劳，在陡峭的风流山山
腰上立起了一所不足60平方米的土房
子，从此在米易安了家。

这所土胚房是的尔体家安身立命
的根本，也是他们在摩挲村落地生根的
希望。不足 60 平方米的土胚房，被分
成两间卧室、一间客厅。因房子小、房
间少，的尔体就在客厅里挖个土坑、搬
来石头、架上铁锅，制作了简易的土灶，
客厅也成了厨房，后来养上山羊，又变
成羊圈。

“土房子修起来方便，成本又低，但
住起来就不太安逸。”为防止下雨天房子
漏雨，的尔体在屋顶铺了薄膜，结果漏雨
问题解决了，通风、排气又成为难题。

客厅既是厨房，又有羊圈，加上透

气性能差，“火塘”做饭时烟熏火燎，平
时羊圈臭味弥漫。“当时，自己身上总有
股味道，跟外人打交道都不好意思。”的
尔体说。

硬件缺乏 生活艰辛
“的尔体家的情况在摩挲村很普

遍。全村 3300 余人，凉山自主移民就
有1200余人。”摩挲村第一书记陈建州
说，因为生活习惯、居住环境等因素，凉
山自主移民和当地群众之间的沟通交
流很少。

“那时，许多凉山自主移民到摩挲
村定居后，房子有了，但水、电等配套设
施缺乏，缺水、电压不稳等问题突出，家
庭生活也不方便。”陈建州说。

“我家当时想架根电线，但因山高
坡 陡 ，一 问 要 3000 多 元 ，就 不 敢 干
了。”的尔体说，那时，全家的收入就靠
他和妻子打零工，家里5口人生活都很
困难。

的尔体家不通电，电器也无法使

用，很长一段时间过着照明靠煤油灯、
喝水靠肩挑背扛、吃饭靠“火塘”的生
活。“住在半山腰，挑水来回一趟要2个
小时，经常累得腰都撑不起。”的尔体
说，有安全的住房、干净的饮用水、亮堂
堂的电灯，是他曾经最大的盼望。

扶贫“东风”吹来好日子
的尔体家的生活状况，只是摩挲村

凉山自主移民生活的一个缩影。截至
2018 年，摩挲村自主移民达到 200 户
1100余人，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7户
490人。

为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米易
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摩挲村脱贫攻坚工
作队，向摩挲村派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
作队员，成立了驻村工作队，全面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并按照“分类施策、因人
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因类
型施策”的原则，对贫困户住房改善、产
业发展以及教育、就医、水、电、路等进
行帮扶。截至 2020 年 7 月，累计向摩

挲村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1500 余万元，
帮助 97 户贫困户发展起早春蔬菜、核
桃、青花椒、烤烟等产业，89户贫困户实
施危房改造；硬化村内道路4.2公里，新
建幼儿园1座、通信基站1座、排污处理
设施1座、蓄水池6口……

在精准扶贫政策支持下，摩挲村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种植
养殖产业不断发展，村民精神面貌得
到改变。

“现在，你就是想去村里找围着‘火
塘’吃饭的都找不到了。”陈建州笑道，
硬件设施的完善、经济收入的增加，村
里没人想再过苦日子。

摩挲村凉山自主移民群众从围
“火塘”到围桌吃饭的背后，是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的不断增强，更是米易
县委、县政府贯彻落实全面小康路上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庄严承诺的生
动写照。

如今，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群众富
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摩挲村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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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分类考核结果出炉

米易获评“先进县”
本报讯（记者 李杰）近日，根

据县域经济发展分类考核结果，省
委、省政府决定，对 11 个县域经济
发展强县（市、区）、9 个县域经济发
展先进县（市）、11 个县域经济发展
进步县（市、区）予以通报表扬。米
易县榜上有名，获评县域经济发展
先进县。

近年来，米易县积极贯彻落实省
委加快建设现代农业“10+3”产业体
系和市委加快建设现代农业“7+3”产
业体系的决策部署，以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为载体，以“建基地、搞加工、创
品牌、促融合”为重点，加快现代特色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形成三个
特色农业产业带、五大特色农业产
业。2019 年，全县农林牧渔总产值
48.91亿元，增速4.2%，第一产业增加
值32.13亿元，增长3.5%，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18932元，增速10%。

据了解，按照《四川省县域经济
发展考核办法》规定，对获选2019年
度“强县”“先进县”“进步县”的县

（市、区），省级财政将分别给予6000
万元、5000万元、3000万元的一次性
奖励。同时，对获奖县（市、区）在项
目建设、土地指标、招商引资、干部任
用等方面将予以激励。

爱心接力绘就发展新画卷
——米易县政协开展“委员走访困难企业和群众”专项活动

□王金华 本报记者 李杰

今年以来，米易县政协将省政协开
展的“委员走访困难企业和群众”专项
活动与“我为扶贫攻坚做件事”“委员同
心助脱贫”等活动有机结合，150 名政
协委员积极参与，深入11个乡镇、25个
贫困村，走访企业25家、困难群众94户
396 人次，解决困难问题 82 个，全力为
企业和群众排忧解难，助推米易县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企业发展有活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县工业经

济造成的影响，米易县 56 家规上工业
企业能否生存发展？能否正常达产见
效？事关米易县经济发展活力和潜力。

今年以来，按照米易县委、县政府
实行的规上企业专班负责制任务要求，
县政协积极组织经济界政协委员认真
落实“一个项目（一家企业）、一套专班、
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工作机制，竭力为

企业发展壮大排忧解难。
年初，米易县美宇商混公司克服疫

情带来的种种困难逐渐达产达效时，却
发现按照现行环保的标准和要求，公司
发展面临着新的难题——技改扩能。

“现在公司的厂房占地面积太小，
无法达到要求。”美宇商混公司总经理
李明富说，经规划和测算，随着生产发
展的需要，既要满足市场需要，又能达
到环保要求，公司需要搬迁至长坡工业
园区，需要占地34亩。但是，因为园区
土地资源有限，相关部门只同意划拨20
亩土地，剩余14亩土地仍需协调解决。

当了解到企业的实际困难后，米易
县政协积极行动，迅速到长坡工业园区
实地调研、现场协调，并通过多次与县
政府分管领导协商研究，最终敲定了解
决方案。

“土地问题解决了，公司也能安心
发展壮大了。”9 月 4 日，在米易县长坡
工业园区，望着新拨付的土地，李明富
笑着说。

脱贫攻坚有动力
“扶贫先扶志，若要挖掉经济上的

穷根，首先要挖断精神上的‘穷根’，摒
弃‘等靠要’思想。”在委员走访困难群
众活动中，来自基层一线的县政协委
员、普威镇党委副书记易正感触颇深。

据易正介绍，目前普威镇在实行
个别教育引导的同时，积极开展入脑
入心的贫困户感恩奋进专题故事会讲
述活动，鼓励群众把自身或身边涌现
出的“脱贫攻坚好故事”讲给大家听，
让群众在听中振奋、在听中反思、在听
中评比。

“‘产业发展致富’的故事、‘环境
卫生表率’的故事、‘帮扶传递’的故
事……身边这么多好故事、这么多榜
样，谁还好意思不努力呢？”易正说，普
威镇旨在通过一个个感恩奋进的身边
故事，在全镇掀起层层感恩浪潮，焕发
出勤劳致富的澎湃动力，为脱贫攻坚构
筑起争先奔小康的新风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
把‘输血式’扶贫转变为‘造血式’扶贫，
脱贫致富奔小康才大有希望。”这是米
易扶贫人的心声，更是他们的行动。

丙谷镇牛棚村贫困户陈义荣，因病
加之缺乏产业发展资金、种植技术等，
导致家庭生活困难。在县政协开展的

“党建+产业帮扶”和“田间微课堂”活动
的带动下，陈义荣自强不息、刻苦钻研，
认真学习枇杷、芒果种植管理技术，发
展枇杷6亩、芒果18亩。通过深化“我
为扶贫攻坚做件事"活动，县政协发动
委员向撒莲镇平阳村购买价值2.5万元
的鸡苗 1000 只，并免费向每户贫困户
赠送鸡苗 20 只；镇村组织开展“斗鸡”
脱贫大赛，养殖优秀者还有奖励，激发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在米易县，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
多。一个个帮扶人士为民解忧的身
影，一张张脱贫户喜笑颜开的笑脸，
绘就出米易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最
美画卷。

本报讯（记者 李杰）为全力做
好 2020 年退役军人光荣返乡工作，
米易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照省、市相
关文件精神，积极筹划、精心准备，积
极营造“参军光荣，退役荣光”的浓厚
氛围，助力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各乡镇通过
悬挂标语横幅、设置户外 LED 显示
屏、张贴宣传海报等方式，积极营造
欢迎退役军人返乡的浓厚氛围。工

作人员针对退役军人返乡报到容易
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精心制作办事
联络卡、办事指南，以热情周到的服
务，让返乡的退役军人真切感受到回
家的温暖。截至目前，米易县已有12
名退役军人顺利办理返乡报到手续。

下一步，米易县将持续深入开展
服务返乡退役军人工作，进一步细化
措施做好退役军人报到登记、档案接
收、组织关系转接、政策宣传、解答、
就业培训扶持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杰 文/图）8月31日，经过4个月的评比，撒莲镇平阳村
脱贫攻坚技能大比武活动表扬会召开，1户脱贫示范户、1户勤劳致富示范户、2
户养殖先进户、10户脱贫先进户受到表扬。

据了解，平阳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2户359人，已脱贫59户287人，剩余13
户72人将在今年实现脱贫。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引导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过
上好日子、形成好习惯、养成好风气，今年4月至8月，帮扶单位和撒莲镇在平阳村
开展了脱贫攻坚技能大比武评比活动，对村内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家庭环境卫生、勤
劳致富、感恩意识等方面进行评比，全力营造勤劳致富、感恩奋进的良好氛围。

撒莲镇平阳村

劳动技能大比武 脱贫攻坚干劲足

图为贫困户分享脱贫感受。

米易县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杰）8月中旬以

来，米易县出现连续降雨，导致部分
乡镇出现农作物受灾、房屋受损、道路
基础设施损坏等情况。面对雨情，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积极应
对，切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据了解，米易县及时组织人员深
入各乡镇，详细核实灾情、展开联合会
商，对灾情信息进行仔细研判分析，及
时共享会商信息，为后续工作的开展

打好基础。同时，相关乡镇工作人员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三
查”“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的刚性
要求，安全有序组织人员撤离。

截至 8 月31日，麻陇彝族乡、得石
镇、新山傈僳族乡主动避让289户1156
人，其中地灾点转移避险282户1133
人，山洪灾害危险区转移7户23人。同
时，米易县积极调拨应急物资，发放帐篷
39顶、折叠床68张、棉被138床。

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硬仗

11个乡镇的人民调解员接受培训
本报讯（记者 李杰）为进一步

提升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及人民调
解员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8月
24日-28日，米易县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县司法局、县
法院、县第三方调解中心，对全县11个
乡镇的人民调解员进行了培训。

培训中，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对
人民调解法的法律条款进行解读，加
深了人民调解员对人民调解工作的

理解和掌握，做到心中有数、依法调
解。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结合实
际案例，对农村涉法事务、婚姻家庭
纠纷以及调解技巧进行了深入浅出
地讲解。

通过培训，进一步增强了人民调
解员对人民调解工作的认知，提高了
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解决矛盾纠纷
的能力，为进一步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夯实了基础。

本报讯（记者 李杰）为进一步
提升学校管理干部能力素质，强化师
德师风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学
校管理队伍，8 月 24 日至 26 日，米易
县教育和体育局举办了2020年米易
县教体系统管理干部综合素质提升
培训，全县中小学校、县幼儿园、华森
职业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和民办幼儿
园园长共23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针对个别学校党建工
作特色不鲜明、个别教师队伍廉洁底
线意识不强、校园文化建设滞后等问

题，有针对性地邀请了市县专家，紧
扣党的建设、党风廉政、意识形态、学
校管理、师德师风等内容，明思路、教
方法、提效能。同时，为全面提升培
训效果，培训邀请了市教体局、县委
党校、县纪委等多位专家授课。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把学到的
先进理念和经验运用到自己学校的
管理工作中，以崭新的姿态、昂扬的
斗志、务实的作风，锐意进取、扎实工
作，为实现全县教育工作新跨越作出
更大贡献。

230余名教育系统管理干部集中“充电”

本报讯（记者 李杰）为深入推
广全民阅读，助力米易县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近日，米易县图书馆积极
创新服务模式，延伸公共文化服务领
域，新增4个馆外免费阅读点（阅览室），
有效满足广大群众阅读学习需求。

据了解，米易县图书馆根据不同
年龄段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城区
中心地段、流动人员较多、环境较好

的4个地点，分别增设了免费阅读点，
摆放各种类型的图书，既满足市民休
闲娱乐的需要，也积极引导市民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为米易县推广全民
阅读、共建书香米易、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下一步，县图书馆将继续根据广大
群众的阅读学习需要，在城区或乡镇村
组开展流动服务，有效推广全民阅读。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全力做好退役军人光荣返乡工作

新增4个免费阅读点（阅览室）

推广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米易

曾经村民家里的“火塘”。

如今村民家宽敞整洁的新客厅。

米易县城全景米易县城全景。。 （（严白鲜严白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