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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力扛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担当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
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要复兴，乡
村必振兴。我们党员干部，尤其是农
业农村系统的党员干部，要传承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以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奋力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任务。
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
代方位。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
庄严宣告：我国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
在正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
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最大的潜力
和后劲也在农村。2020 年 12 月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
历史性转移。”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把历史、现在和
未来贯通起来，深刻认识乡村振兴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重要
基础地位。认真贯彻落实新施行的《乡

村振兴促进法》，围绕“保供固安全、振
兴促循环”，激发和汇聚更强大的力
量，全面推进我区乡村产业振兴、文化
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为建设“强富美高”现代化新通州稳住
农业基本盘、筑牢经济社会发展“压舱
石”。
鼎力扛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
代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面对新阶段新
使命新任务新要求，我们要以铁肩担
重任、革命加拼命的大无畏气概，牢
牢扛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责任
和时代担当，紧贴“上级倡导的、实
际需求的、基层期盼的”来精心谋划
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在脱贫攻
坚上固成效。严格落实过渡期内“四
个不摘”要求，强化医疗教育住房养
老等社会保障，分层分类实施社会救
助，健全多部门联动风险预警、研判
和处置机制，以稳定政策巩固战果，
以常态帮扶守住战果，以机制建设扩
大战果。在稳产保供上挖潜力。以加
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全程全面机
械化、加快发展家庭农场和新型合作
农场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为抓
手，全力稳定粮食生产；以特色化标
准化规模化为重点，高质量推进生
猪、蔬菜和水产品生产。在乡村建设
上做示范。集聚人、地、钱等资源要
素，结合公共基础设施、沿江景观

马锋

带、省级现代化农业产业园、数字乡
榜样”党建品牌和“情系三农证初
村等建设，促进重大项目向示范村、 心、栉风沐雨我当先”效能服务品
先进村适度集中，确保今年首批市级
牌，深入开展“学农、知农、念农、
培育的示范村、先进村通过评审达
为农”主题实践活动，弘扬“三牛”
标。同时，及早梯次排定今后 5 年培
精神，培育“狼性”作风，创先争
育村名单，进行重点孵化。在三产融
优，砥砺前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合上抓提升。积极培育农业经营主体
的主战场上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焕
和“双创”人才，壮大农业龙头企
发追赶超越的激情。切实找准三产融
业、产业联盟。围绕优势特色，拉长
合发展、示范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
农产品生产、仓储、保鲜、加工、销
等短板弱项的突破路径，面对挑战勇
售全产业链条。强化“通”字号名优
于迎难而上，遇到矛盾敢于主动攻
农产品品牌培育及认证，大力发展电
坚，在乡村振兴实绩考核中争排名、
子商务、乡村旅游、手工文创等新产
晋位次；昂扬走在前列的豪情。不断
业新业态，推进产业融合，提升农业
抬高长江禁渔、农机安全监管、病虫
质效。在绿色发展上出亮点。加强绿
害绿色防控等特色优势的领先标杆，
色农业、生态养殖等关键核心技术的
破除固有定势，开拓创新之路，以
推广应用，实施投入品减量化、废弃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物资源化，保护耕地质量与地方种质
为目标，“争第一、创唯一”，在农业
资源，推进质量全程追溯监管，努力
农村高质量发展中努力达到“全国有
提高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扎实推进
影响、全省争先进”。厚植人民至上
厕所革命，持续完善城乡统筹生活垃
的真情。大力施行惠农政策落实、农
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农村生活污水
资市场整顿、“点对点”服务等民生
治理，重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六个
领域的务实措施，干实事、做好事，
一”亮点工作。在深化改革上增动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把“我为群众办
能。全面推进“政经分离”改革，深
实事”实践活动不断推向深入。既立
入探索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足眼前，解决农民群众“急难愁盼”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的具体问题；又着眼长远，推进城乡
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抵押贷款，有
一体化发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群众
效盘活农村资源，促进农村集体经济
的福祉。
发展。在统筹推进上聚合力。充分发
民族复兴志凌云，乡村振兴擂战
挥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
鼓。时代催人奋楫行，担当绘就锦绣
抓总职能，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图。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工作机制，健全乡村振兴调度考核督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全面推进乡
查机制，聚合力、抓重点、促全面，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
协同推进区委区政府三农工作决策部
新征程上，意气风发地奋勇前进，以
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
新时代的崭新作为，为建设长三角一
奋勇争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
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硬核
代先锋。持续打造“扛旗夺标，我为
区贡献“三农”力量！

“推开小院的木门，满院晒着金灿灿的秋天。”

陪母亲捡秋
赵自力
每年秋天，母亲总忙碌得像个陀
螺。稻谷和花生相继入仓后，她最喜欢
去捡秋。
今年中秋节，我和妻子回老家看
望父母。推开小院的木门，满院晒着金
灿灿的秋天。玉米挂在屋檐下，火红的
辣椒挂在大门两旁，像一副对联似的。
地上还零星晒着几把花生，还有几颗
刚摘下的柿子。
父母都不在家，听邻居说母亲捡
板栗去了。板栗地就在屋后，走着走
着，我们就看见了板栗树下的母亲。她
弯着腰，仔细扒拉着地上的杂草。
“妈，

又在捡板栗呢。”母亲直起腰来，满脸
带着笑容。
“ 你们回来了，正好可以帮
我拾掇下。”母亲欣慰地说。我们学着
母亲的样子，捡拾遗落在杂草里的板
栗。那板栗多半是被风吹落到地上，然
后滚到杂草里的，所以得一点点扒拉
才能看到。
“ 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捡会
儿，不捡就浪费了，挺可惜的。”母亲说
道。我们下地少，干活不耐长，母亲看
在眼里有些心疼。不过，我们还是陪母
亲一起捡完了板栗，虽然动作生疏，但
能为母亲帮点小忙，心里也觉得无比
欣慰。

捡回的板栗倒在水泥地上晒上半
天，就可以放冰箱保存。我喜欢吃生板
栗，剥开一颗放嘴里，嚼起来咯吱咯吱
响，又甜又有嚼劲，感觉很过瘾。
“亲手
捡回的板栗，总感觉甜些。”母亲喃喃
地说。我总要带点板栗回城，想家了就
嚼几颗尝尝，那里面有家的味道。
屋后有几棵枣树，秋天枣子变黄
时，母亲会摘些下来送给邻居们尝尝。
那枣树已有一把年龄了，记忆中从小
就长在屋后，但非常能结果，一摘就是
半筐。枣子又甜又脆，曾滋润过几代人
的记忆。但枣树太高，树梢上的枣子总

是看得见却摘不到。我们一回家，母亲
就念叨着还有多少枣子没摘。于是，我
搬了把木梯稳稳地架在树上。爬上去，
拿起竹棍敲打树梢上的枣子。母亲和
妻子则在树下牵着硕大的油布，枣子
落在油布上，大有“大珠小珠落玉盘”
的意味。一家人打枣，不时发出欢笑
声，其乐融融。枣子全部收入囊中，最
高兴的是母亲，她说可以给邻居们多
送些吃。
陪母亲捡秋，捡到了实实在在的
幸福。

“把好习惯进行到底，不知不觉中，健康、心情、
知识等生活质量的指标都在递进式地往上涨，
这就
是最美好的收获。
”

我们家的
“打卡”比赛
张军霞
“ 读 书 打 卡 第 20 天 ， 今 天 我 读 的 是 《瓦 尔 登
湖》 ……”
“跳绳打卡第 56 天，今天跳绳 30 分钟……”
在我的朋友圈里，每天都能看到不少朋友热衷“打
卡”的身影。坚持读书、坚持运动，都是积极向上的事
情，我喜欢为这些朋友点赞。虽然我很少在朋友圈里晒
些什么，事实上，我们家的打卡比赛也一直处于“持续
进行中”。
我家先生从事文字工作，每天都宅在家里，在电脑
上敲敲打打，换来我们全家的柴米油盐，看似轻松，其
实也有一个不小的隐患：那就是习惯了网上办公的他变
得越来越懒。前些天陪他去体检，各种指标偏高，医生
对 他 直 言 相 告 ：“ 你 这 样 下 去 可 不 行 ， 必 须 加 强 锻 炼
了！”刚开始，先生看着体检报告上的那一串数字，也曾
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从明天开始，我要出去跑步了！”可
惜，在锻炼方面，他永远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一个月下来，最多只跑了三天，再劝他出去跑步，比登
天还难，我为此可没少生闷气。
一天，先生整理厨房，拿出一个闲置很久的砂锅
说：“这锅好久没用，太可惜了！这可是我花好几百买回
来的，必须重新利用起来！”我听了灵机一动：先生一向
节俭，最怕买回来的东西被闲置，既然他不想下楼，我
干脆买台跑步机回来，激发他的运动细胞！
没过几天，一台崭新的跑步机就被我网购回来，先
生一听说这东西花了近四千元，立刻心疼地直吸气：“太
贵了！”说着，他按开电源，开始研究它的使用功能，我
趁机对女儿说：“爸爸要开始跑步了，你必须天天监督
他！如果他连续跑步 30 天，我就带你去吃你最喜欢的汉
堡！当然，你监督爸爸的同时，也要和他比赛，你每天
背一首唐诗吧，看你们谁能坚持到底！”
女儿喜欢吃汉堡，但出于健康等因素的考虑，我很
少带她去吃，一听说可以吃自己最爱的汉堡套餐，女儿
兴奋得眼睛发亮，她立刻坐在自己的小书桌边，认认真
真画了一张表格，上面写着日期，下面还特意画了一组
汉堡套餐图。最有意思的是，她还在这套餐旁边画了一
个张大了嘴巴的小女孩，然后把这张表格拿给爸爸看，
一字一句地说：“爸爸，我能不能吃到美味的汉堡，全指
望你了！”先生是标准的“女儿奴”，女儿可怜巴巴的样
子把他的心都暖化了，立刻答应：“放心，老爸不会让你
失望！”
从此，每天傍晚时分，先生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
女儿则在旁边咿咿呀呀背唐诗。我当然也没闲着，早在
年初的时候，我就报名参加了一个山水画的培训班，只
是除了上课时间外，在家里很少动笔练画，总是因为各
种琐碎的家务事而腾不出空来。这段时间，为了陪他们
父女俩坚持到底，我也每天挤出固定的时间画画。
跑步、背唐诗、画画， 我们一家三口的打卡比赛就
这样进行得如火如荼，谁都不甘落后，谁都不想认输。
把好习惯进行到底，不知不觉中，健康、心情、知识等
生活质量的指标都在递进式地往上涨，这就是最美好的
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