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树葱茏，茶韵飘香，高山林深处，沉
淀千年的时光，静谧地揉进涤荡而开的圈
圈木纹。

马蹄哒哒，铜铃清脆，茶马古道上，穿
越千年的回响，声声延唱着茶马互市的鼎
沸辉煌。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在马边彝族自
治县的崇山峻岭间走过千年，历久弥新。

变换的四季，不变的山川。一芽新绿，
在岁月的长河中，与彝家人相伴相生，被唱
进生活，唱进歌舞，唱进风俗与文化。

额洛野茶，荞坝贡茶，樱花茶园；飞
雪迎春，文彬绿雪，边河玉叶……与彝家
共历千载的小小茶叶，托起彝乡大大民生；
人均 1 亩的生态茶园，铸就马边人民增收
的“绿色银行”。

茶，已成为山水彝乡秀美马边的响亮
名片。

2020年12月26日，在第七届中华茶奥
会上，马边再次因茶被世人瞩目，“中国彝
茶之乡”美名花落边城，茶语彝家写下浓墨
一笔。

彝茶之乡，与茶为邻，结缘千年，茗香
悠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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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 高山云雾出好茶

“川边有佳茗，何逊瑞魁草。”
“茶，是大自然赐予马边的珍宝之

一。”马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总农
艺师朱玲说，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山区
的马边，坐拥低纬度的璀璨阳光、高海
拔的云雾雨露，这样的地理环境宜于茶
树生长，是中国西部地区发展名优绿茶
最适宜区域之一。而茶在马边的生息历
史悠久,千年未息,延续至今。

朱玲介绍，据资料考证，两汉时期，
长江中上游茶区主要有马边、宜宾、珙
县、沐川等地。“宋乐史撰的《太平寰宇
记》也称：‘彝人带携瓢攀登树上采茶。’

指的就是彝族群众在乔木型野生茶树和
未修剪的灌木型野生茶树采摘茶叶。”朱
玲说，如今，在马边彝族自治县苏坝镇
（原袁家溪乡）额洛村已发现上千亩的野
生老茶树，有的树干直径达20厘米，高卓
营乡大河坝村的峰洛溪（小地名）也发现
了约5亩的野生老茶树。“这些老茶树不
仅见证了马边的变迁成长，更是彝茶之
乡最直接最生动的活证明。”

茶叶，源于野生，兴于耕耘。彝茶之
乡马边，不仅拥有大量野生老茶树，茶
叶的人工栽培也时间较早。

据《马边县供销合作社志》、清嘉庆
版《马边厅志略》记载，马边茶叶人工栽
培起源于佛家僧侣，和尚坐禅过久易
困，需饮茶以解，谓之曰茶佛一味。明
王寺、永丰寺、龙龄寺、万寿寺等在马边
城四周10公里内规模较宏的寺庙，均建

于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65年—1487
年）。“这些庙宇所在地，现在都是马边
茶叶的重点产地，如劳动镇柏香村有座
楼厅庙，就有僧侣的茶楼遗址。马边茶
叶的人工栽培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
马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作站高级
农艺师甘勇介绍说。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朝末年
和民国初年，马边成为四川省茶叶重点
产销地之一。《雷马屏之农业》中曾说，
马边是“西南边区之中心，汉夷贸易之
总枢”。据民国时期整理成册的《川康
边政资料辑要》马边篇记载，“本县为产
茶特区，如玛瑙、荞坝、观善、龙凤、赶场
坝、靛兰坝、雪口山、下溪及荣丁等地皆
盛产。尤以观善为著，又大竹堡，全区
遍地山坡，皆有无主野生之茶树，品质
精美，色香味俱佳。在民国十年间，全

县每年曾出产至100万斤之谱。农民采
得茶叶后，即用饭锅烘干，背挑上市，出
售于茶贩。谷雨前出产者为毛尖茶，春
分前出产者为上天字，再则为人字、和
字，期于概属粗茶。细茶销售成都、乐
山及宜宾一带，其销售量以成都为多。
粗茶则多销于夷（藏）地也。”“这些记载
都清楚表明了马边彝茶之乡的历史和地
位。”朱玲说。

自古高山云雾出好茶。彝茶之乡马
边的茶历史悠久，盛名在外，宋即为茶
马互市之地，明清时期曾被列为贡品进
贡。1959年，马边茶更是作为10年国
庆献礼被送到北京。

近年来，赞誉有加的马边茶更是拿
奖拿到手软。马边先后被命名为“四川
省第一批优质茶叶基地”和“出口茶叶
生产示范基地”， （紧转第2版）

彝茶之乡茶语欢歌
——探寻马边彝茶历史

彝家采茶女彝家采茶女 马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马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供图供图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3月31
日，市政协七届党组83次会议和
七届7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
党组书记、主席易凡主持会议。市
政协副主席周鸿雁、刘波、刘淑玉、
易志隆、肖瑶伦、王策鸿，秘书长廖
敏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政协乐山市委员会
关于在政协委员中开展“学党史·
筑同心”主题读书活动实施方
案》。会议指出，开展“学党史·筑
同心”主题读书活动，是认真学习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全国政协读书
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关于政协委员

“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重要
要求，根据省政协的部署，精心谋
划、周密组织，引导广大政协委员
学党史、悟思想，从党的光辉历史
中学出坚强党性，学出坚定信仰，
学出责任担当，进一步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
一步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的强
大合力。

会议审议“有事来协商”平台建
设有关事项，审议通过了“有事来协
商”协商议事工作规则（试行）、协商
议事工作流程、协商议事室“五有”
要求、协商议事平台标识。要求市、
县两级政协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
建立主席总负责，分管副主席牵头
抓，秘书长协调，办公室、研究室、各
专门委员会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
加强联系指导，适时通报情况，及时
总结推广经验做法。要积极发挥界
别小组和委员小组作用，围绕“有事
来协商”议题开展调研、视察和协商
活动。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好各级政
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发挥好协商议
事会召集人的能动作用和群众代表
的积极作用。

会议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辉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意见》等。

市政协七届党组83次会议和
七届70次主席会议召开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部署和省委安排，
四川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十指导组对我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开展驻点指导。指导组进驻期间设立值班电话：0833-2156255；邮
政信箱：四川省乐山市A009号专用信箱；邮箱地址：市中区月咡塘
街31号。指导组受理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指导组主要受
理反映我市及所辖县（市、区）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
行政机关和监狱政法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问题，将按规定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公 告

本报讯（胥靖力）3月27日，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赖俊率督导组一
行，采取“四不两直”方式赴犍为县
暗访督导森林防灭火、乡镇行政区
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
文章等工作。

赖俊一行先后来到舞雩镇玉
泉村、舞雩镇政府，实地查看了值
班值守、工作制度、物资储备情况，
详细询问防灭火队伍建设、应急演
练措施等情况。

赖俊强调，森林防灭火工作是
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要
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做好
各项工作。思想之弦要再绷紧。
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把各项
预案做得细之又细，把各项工作做
得实而又实。管控举措要再细
化。要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清单
制+责任制+时限制”方式，对前期
排查问题加大整改力度。要紧盯
当前到5月的重点时期及清明节、

五一节等特殊时段，对景区、林区
等重要区域和重点部位抓好会商
研判、火源管控、值班值守等工
作。工作责任要再压实。要严格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的要求，突出目标导
向，统筹抓好人防、物防、技防各项
举措，把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

赖俊一行还调研督导了乡镇
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
半篇”文章工作。赖俊强调，要加
强乡村产业发展，统筹发展农产品
加工、规模化种植、品牌化打造等
特色农业产业。要以乡镇换届为
契机，突出好中选优、优中选强，注
重把优秀年轻干部选拔为乡镇领
导班子成员。要持续加强镇村党
的建设、政权建设、队伍建设，培育
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加
快形成党委领导、民主协商、公众
参与的“善治”新场景。

市领导赴犍为县暗访督导森林防灭
火、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等工作

坚持问题导向严实工作举措

本报讯（实习生 薛宇枫 记者 张斯
炜 吴桐）已成型的园区内，一条步道
尤为引人注意。红色的透水材料为
底，两旁遍种绿植，绿道随着园区的建
筑绵延，为整个园区增色提档不少。
这是记者日前在乐山高新区浙江—乐
山东西部扶贫协作电子信息产业园
（以下简称“浙乐产业园”）内看到的场
景。

据悉，浙乐产业园项目总建筑面积
约50244平方米，总投资约2.25 亿元。
项目单体建筑3栋，包含一栋10层的综
合楼与两栋地上4层地下1层的厂房。
整 个 园 区 容 积 率 1.55，建 筑 密 度

32.09%，绿地率18.85%，规划配套停车
位445个。最为亮眼的，便是先于园区
建设完成的这条数百米长的绿道。而拥
有绿道的园区，在乐山高新区不止这一
处。

藤蔓攀附于廊道柱上，道路两边尽
是低矮绿植，与稍远处园区建筑前的高
大绿树互为映衬。已经建成投用，并有
多家企业进驻的乐山数字经济示范园，
同样拥有一条绕园区而行的绿道，提升
了园区的整体品质。负责乐山数字经济
展示中心项目的乐山高新盛泰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综合组组长宋驰对此深有感
触：“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园区的绿道休

憩，以后将做好更多配套附属设施的开
发使用，为这里的上班族提供更多便
利。”

优质的环境作吸引，园区内，越来越
多的项目接踵而至：全市首个3D打印
产业项目展示中心2月27日开工开建，
预计5月完成基础施工；乐山数字经济
展示中心已完成装饰装修项目工程量的

75%，预计5月完工投用。
作为全市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

乐山高新区正围绕打造“4+1”（电子信
息半导体、医疗大健康、高新智造、现代
服务业+数字经济）现代产业体系扬鞭
奋进。短短一条百米绿道，大大提升园
区品质，侧面印证着数字经济在这里的
发展方兴未艾。

乐山高新区：绿道提升园区品质

本报讯（何锦涛 记者 杨心梅）3月
31日，市政协举办2021年第一期“委员
讲堂”，组织市政协委员和市政协机关
干部就乐山高等职业教育情况展开专
题学习。市政协副主席周鸿雁、刘波、
刘淑玉、肖瑶伦、王策鸿，市政协秘书长
廖敏参加活动。

活动中，市政协委员、乐山市职业
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元进以《乐山
高职教育理论与实践》为题，展开专题
报告。报告围绕“高等教育理论”“内部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职业本科教育”

“高职教育发展”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
乐山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情况。

委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委员讲堂”
的内容深入浅出，内涵深刻，既具有较
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又非常切合乐山
实际，使大家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

所得。
据了解，“委员讲堂”是市政协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协委员要“多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全国政协“深入开展委员读书活动，以

‘书香政协’助推‘书香社会’”要求的创
新探索，是展现市级政协委员领学领
读、拓展视野、提升素养的重要平台。
下一步，市政协将把“委员讲堂”与“学
党史·筑同心”主题读书活动相结合、共
推进，通过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善作善
成，发挥好“委员讲堂”正面引领、凝心
聚力的作用，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坚
持中不断完善，将“委员讲堂”打造成为
展现乐山政协委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的重要窗口和解疑释惑、宣传政策、
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重要
平台。

市政协举办
2021年第一期“委员讲堂”

本报讯（记者 谭智鹏）为切实
抓好乐山市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开
门整顿”座谈会开门纳谏收集反馈
的问题整改落实，不断提升公安交
警综合素质能力，增强民警、辅警执
勤指挥能力，更好展现乐山交警的
新风貌、新形象，3月30日上午，市
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举行队列手势
操比武竞赛，10支参赛队伍共计70
位参赛队员齐聚比武现场。

据了解，此次比武设置内容主
要是公安部颁布的停止、直行、左
转弯、右转弯等8种交通手势指挥

信号，同时包括警容警姿、精神面
貌、立正、转体等基本警体动作。

“停止”“直行”“左转弯”……一
声声口令，铿锵有力，一个个手势，
整齐划一。比武现场，指挥员口令
标准、跑位准确、声音洪亮，参赛队
员警容严整、口号响亮、手势整齐，
近一个多小时的“比武”，不仅赛出
了技能和水平，更展现了乐山交警
的精神风貌。最终，通过现场评委
对参赛队伍流程、着装、指挥规范等
各方面评比，共有3支优胜队伍、12
名手势操标兵从比武中脱颖而出。

队列手势操比武展乐山交警风采

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3月 31日，
市中区村（社区）干部交流座谈暨“领
航书记工作室”授牌仪式举行。记者
从现场了解到，为扎实推进全市组织
工作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落地落
实，发挥“领航书记”传帮带功能和“溢
出”效应，市中区选定8名具备“双好三
有四强”优秀书记作为首批“领航书
记”，当天8个村（社区）“领航书记工作
室”正式授牌成立。

据悉，市中区按照“双好三有四
强”标准，经过“群众推荐——镇街党
组织评议——区级相关部门审核”，最
终确定8名优秀党组织书记组建8个

“领航书记工作室”。此次授牌，标志
着全区首批“领航书记工作室”试点项
目正式启动。

“领航书记工作室”成立后，将全

面激发“领航书记”干事创业热情和
传帮带活力，产生区域化溢出效应，
实现从一名领航书记激活一个村（社
区）发展的“微操作”，到一批书记工
作室牵引全域提升的“大格局”提档升
级。

据了解，“领航书记工作室”将打
造为基层干部人才的孵化中心，以各
工作室为中心辐射周边5个村（社区），
共挑选45名年轻“两委”常职干部，分
3批次定向顶岗交流，每批培养时间3
个月，通过“名师出高徒”师徒帮带、

“书记开讲啦”经验讲堂、“灵感在线”
主题沙龙、“一点通”精品小班的“3+1
模式”规定动作，结合各工作室创新自
选方案，推动村（社区）干部队伍水平
短期跃进，形成以点带面、以先进带后
进的全域“一体化”发展局面。

市中区首批
“领航书记工作室”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