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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罗曦

一大早，担任马边彝族自治县
烟峰镇梅子湾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的王浩宇走在乡间小路上，准备
去村民家开展入户调查。

“王书记去哪儿啊？今天家里
宰了鸡，中午到我家来吃饭。”“王书
记，今年我打算去参评‘文明新风’，
争取拿到奖励。”……一路上，和王
浩宇打招呼的村民络绎不绝。

从之前的懵懵懂懂、无从下手，
到现在的游刃有余、和村民亲如家
人，王浩宇靠的是一颗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小山村需要支柱
产业，他找专家细致谋划，流转土地
发展特色种植，让村民轻松挣钱；村
民反映供水不畅，他带着村干部翻
山越岭找水源；为丰富村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他制定扶贫扶志计划，通
过“以奖代补”和“贫困救助”资金，
激励村民“动起来”。

摘了“穷帽子”，富了“钱袋子”，

美了全村子……33岁的王浩宇以实
际行动赢得了村民的信任，赢得了
大家的赞誉。2022年，他被马边彝
族自治县精神文明办评为“践行十
爱·德耀嘉州”第二届“马边之星”。

一片赤诚进彝乡
实事办进村民心

走进马边彝族自治县烟峰镇梅
子湾村，一栋栋漂亮的农房映入眼
帘，与周边的青山共同构成美丽的
风景。

回忆起4年前主动请缨到梅子
湾村开展帮扶时的“初心”，王浩宇感
慨万千：“在部队服役时，部队领导就
教育我们‘人民子弟兵要为人民’，现
在群众需要我，我自然义不容辞！”

那时的梅子湾村虽然摘掉了贫
困村的帽子，但村里没有支柱产业，
村民们增收路子窄、精神文化生活贫
乏等问题依然存在。入村后，王浩宇
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挨家挨户了解

村民情况。遇到只会说彝语的老阿
妈，他就请来村干部做“翻译”，确保
每一位村民的需求都被了解。

为了发展支柱产业，王浩宇针
对梅子湾村的土壤特点、产业状况
以及村民留守情况，通过专业合作
社流转土地，邀请农业专家指导扩
大三月笋种植规模，打造特色种植
产业。王浩宇还组织空闲劳动力参
加各种技能培训，让他们外出打工
致富增收。对于无法外出打工的困
难群体，王浩宇想方设法开发公益
岗位，让每位村民都感受到“劳有所
得”的快乐。

真情实意为村民谋福利，让王
浩宇赢得了村民的喜爱和信赖。平
日里，大家有啥事都爱跟“王书记”
讲，要是在小餐馆遇到了，大家也会
嚷嚷着“加一副碗筷”，一定要让王
浩宇坐下来吃一口。

2021年下半年，炎热的天气让
梅子湾村出现了供水不畅的情况。
焦急之余，王浩宇听说一名货车司
机路过附近山头时曾看到有水源，
他二话不说就和村干部、帮扶队员
踏上寻找水源之路。烈日炎炎，王
浩宇一行顶着高温，穿行于半人高

的野草灌木丛，只为给村民找到一
口“甘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个半
小时的艰难搜寻，勘探小队终于找
到水源，并把泉眼地标上报。目前，
梅子湾村饮水工程正按工作计划有
条不紊推进。

致富路上手牵手
幸福生活在前头

为了激发村民谋求发展的内生
动力，王浩宇和帮扶队员、村干部们
一起，为村民量身定制了“扶志大
餐”：在乐山大佛旅游投资有限（集
团）公司的支持下，设立“以奖代补”
和“贫困救助”资金，对为乡村振兴
作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并对存
在特殊困难的村民进行救助。此举
大大提升了村民发展致富的积极
性，让梅子湾村的产业更加兴旺、生
态更加宜居、乡风更加文明。

为提高发展凝聚力，王浩宇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仅对驻村
队员、村组干部加强培训，还通过开
展主题党课、农民夜校、“阳光问廉”

“坝坝会”“户长会”等形式，推动全

村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
今年5月，王浩宇得知村里一名

考上大学的女孩患上白血病，因昂贵
的医疗费无法开展后续治疗。于是，
他放弃周末回家休息的时间，积极联
系爱心人士为女孩筹措治疗费。

“不能让病痛夺去一个孩子的
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奔走，梅子
湾村的市级帮扶单位乐山大佛旅游
投资有限（集团）公司、市教育基金
会和县级帮扶单位峨边彝族自治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动党员干部
为患病女孩进行爱心捐款，为这个
困难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

彝族老阿妈李妈麻说：“他是我
的儿子！”

彝族小伙乌尔达格说：“他是我
的大哥！”

彝族小朋友吉克雪军说：“他是
我的阿爸！”

……
热心帮扶办实事，持之以恒暖

人心。这些年来，村民们早把王浩
宇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他们感恩王
浩宇牢记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
命，以一颗真心走进彝村，一步一步
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发展致富。

王浩宇：彝汉牵手心连心

本报讯（李旭东 记者 曾梦园 文/图）昨（25）日上
午，“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红鑫·花园
城杯”女子曲棍球项目乙组决赛在犍为第一中学进
行，乐山队击败绵阳队夺得冠军。

这场金牌争夺战吸引了不少观众现场观战。比赛
中，满场的加油助威声不断推高现场气氛。

比赛刚开始没多久，身穿黄色战衣的乐山队就
凭借精妙的战术配合，率先攻入两球。在比分领先
的情况下，乐山队并没有放松警惕，反而越战越勇，
又连进4球，以6：0的优势结束了上半场比赛。

下半场，绵阳队没有因比分落后而放弃，她们通
过反击连追3球。在剩余的比赛时间里，双方你来
我往，努力争夺。裁判终场哨声响起，比赛分数最终
定格在6:3，乐山队成功拿下女子曲棍球乙组第一
名，夺得本届省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的首金。

“我对自己在比赛中的发挥比较满意，在接下
来的训练和比赛中，我会更加努力，取得更好成
绩！”赢得比赛后，乐山女子曲棍球队队员罗亚西很
是兴奋。

省运会女子曲棍球乙组决赛省运会女子曲棍球乙组决赛

乐山队摘金乐山队摘金

散打也叫散手，古时称之为相搏、手
搏、技击等。简单而言就是两人徒手面
对面打斗。散打是中国武术一个主要的
表现形式，以踢、打、摔、拿四大技法为主
要进攻手段，另外还有防守、步法等技
术。散打也是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之一，
双方按照规则，利用踢、打、摔等攻防战
术进行徒手搏击，这是中国传统武术的
擂台形式，由中国武协为了使武术能够
与现代体育运动相适应整理而成。

（据省运会官网）

武术散打

本报讯（记者 赵径）昨（25）日，“四
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武术
散打比赛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多功能
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305
名选手，将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展开激
烈角逐。

比赛首日，参赛选手们以武会友、
大展拳脚，运用踢、打、摔等技术进行激
烈对抗，一招一式间，不仅“打”出了技
术风采，也将中国武术的魅力和新时代
青少年运动员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展
现得淋漓尽致，用勇敢与坚毅诠释顽强
拼搏的体育精神。

据了解，此次比赛分甲乙两组，以
体重为单位分为男子 48、52、56、60、
65、70、75公斤级 7个级别，女子 48、
52、56、60公斤级 4个级别，分 8个单
元比拼，将产生16枚金牌。

省运会武术散打比赛
鸣锣开战

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昨（25）日，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排球（男女丙组）比赛在乐山嘉祥外国
语学校拉开战幕。来自全省12个市州
的20支队伍、231名运动员参加此项比
赛。

精彩对打、强力扣杀、顽强救球、以
快制快……比赛场上，运动员们跳跃的
身影、挥舞的双臂同快速划过的排球一
起，共同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
四届运动会排球比赛分为男女甲、乙、
丙组。此次拉开战幕的男女丙组比赛
将从7月25日持续到7月31日，分男女
各10支队伍参赛。比赛采取三局两胜
制，前两局比赛为 25分，第三局为 15
分，每局领先2分才能获胜。比赛分为
小组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决赛，
各组别采用先分组单循环再进行交叉
决赛的方式，决出前八名 。

省运会排球（男女丙组）
比赛拉开战幕

本报讯（实习生 管雅乐 记者
王倩 文/图）昨（25）日上午，“四川
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篮
球（丙组）比赛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
心开赛。比赛从7月25日持续至29
日，来自成都、宜宾、绵阳等19个市
（州）的32支队伍、384名运动员（男
子组216人，女子组168人）将围绕2
枚金牌展开激烈角逐。

当日进入比赛的第一阶段，男子
组18支队伍分为A、B、C、D四组，
女子组14支队伍分为A、B两组进
行小组单循环比赛,决出小组名
次。首场比赛在女子组绵阳代表队
与巴中代表队之间进行。

据了解，篮球（丙组）比赛在乐
山市奥林匹克中心与乐山金强蓝
鲸篮球训练基地同时进行。19 支
队伍在比赛首日进行24场比拼，5
天内进行 112 场比赛，决赛预计在
7月29日上午进行。

省运会篮球（丙组）比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曾梦园）昨（25）日，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京运通杯”网球比赛在乐山市奥林匹
克中心网球场正式开赛。来自成都、自
贡、宜宾等 14 个市州的 260 余名选手，

将展开为期七天的较量。
大力发球、精准截击、弧线切削……

比赛现场，运动员们一连串娴熟的动作，
赢得拉拉队的阵阵喝彩。

据了解，省运会网球比赛按年龄

分为甲、乙、丙 3 组，其中甲组和乙组
设男女单打、男女双打、男女团体和男
女混合项目 ，丙 组 设 男 女 单 打 项 目 。
网球比赛总共 16 个项目产生 16 枚金
牌。

省运会网球比赛开打

（截至7月25日22∶00）

强国复兴有我

（紧接第1版）五通桥区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外贸
工作人员宋艇表示，围绕推动下半年外贸工作，
五通桥区将聚焦稳存量，服务好福华等重点企
业，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助力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建设国际营销体系，进一步扩
大全球产品销售市场。聚焦挖增量，服务好区域
内光伏产业项目建设，积极引进光伏组件项目，
积极培育光伏组件出口企业。聚焦提质量，针对
出口小农机和稀土企业，利用中央、省外经贸资
金帮助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开发具有国际领先优
势的新型产品，积极宣传推广，不断培育新的亿
元级出口企业。

“省委工作会议围绕消费提出尽最大努力把
消费需求充分释放出来、激发起来等具体要求，
让我们深受鼓舞。”乐山世豪广场总经理刘杨表
示，乐山世豪广场下半年将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
防控要求，创新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新模式，精心办好消费促进活动，采取多样化经
营方式，持续推进品牌调整升级，打造潮流生活
HAO趣处、烟火嘉州乐山美食第一站、24小时
乐活社交中心等特色主题区域，满足消费者多元
化需求，打造现代化集多种消费体验于一体的消
费目的地，促进消费，确保企业稳增长，保障员
工就业。

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
“创”的勇气抓好发展

曲棍球比赛现场曲棍球比赛现场

罚球抢篮板罚球抢篮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