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八日，黄庭坚再次写
信赞扬王观复“勤恳勤恳，三复

增叹，足下强学博文，日新而不

已。”信中还诉说了自己重读王
观复父亲诗稿的新感受：“高明

温润，有作者之风，惜乎不得少
发其蕴见于世也。”随后，黄庭
坚又给王观复寄去自己的诗文

和双井茶，并叮嘱王观复要“沉

潜于经术，自印所得。要源深
远，则波澜枝叶无遗根也。”信

中还言及趣事一则，王观复差
遣送信的人，因迷路而在半途

哭泣，是黄庭坚的门生雇了一
个阆中人才把他送到，送信人

在戎州留住期间，黄庭坚每天

给他三升米，走的时候，又给他

三斗米和一千钱。
元符三年（1100年）腊月

大寒，57岁的黄庭坚与众多友

人依依惜别离开戎州，结束了
黔戎六年的谪居生活，顺江而

下，经泸、渝、涪、忠、万、夔，第

二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
1101年）三月抵峡州，四月到

荆州。此时黄庭坚身患痈疽，
疼痛难耐，不得不暂寓荆州。
而此时的王观复也正好从京师

改官入蜀任隆化知县，途中专

程前往荆州拜会恩师。二人书
信来往数载，早就相见恨晚。

会面之前，王观复特地先致信
问候，令黄庭坚喜出望外，《山

谷集》中专门记载道：“卧病二
十余日，几死者数矣。……忽

奉手诲，欢喜如从天上落也。”
西南东北暮天斜,巴字江

边楚树花，神交已久的黄王二
人终于相聚在了春日的荆州。

关于这次相会的情景，黄庭坚

在《答王观复》中描述道：“病中
忽得相见，欢喜不言而喻。”为

了珍惜这难得的相聚，王观复

也暂且在荆州住了下来，一则
想多多聆听恩师教诲，二则侍

奉恩师病体早日康复。
荆州相聚，二人惺惺相惜，

感情愈增。黄庭坚认为王观复

“穷而不违仁，达而不违义，读

书学文，必以古人为师，造次
颠沛，必求知义者为友”，特地

书写《砥柱铭》相赠。《砥柱铭》
为唐太宗时期名相魏征所作，

魏征一生不畏权势，刚直不
阿，以敢于向唐太宗直言进谏

而闻名天下，令黄庭坚非常敬
佩，他多次书写《砥柱铭》送给

朋友和学生，激励他们要像黄
河中的砥柱石山一样，成为国

家的中流砥柱，他在给杨明叔

书写《砥柱铭》的跋文中写道：
“余平生喜欢《贞观政要》，见郑

魏公之事太宗，有爱君之仁，有

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
德足以服物，平生钦慕焉，时

为好学者书之。”黄庭坚在给
王观复书写《砥柱铭》时还特
地写了《跋砥柱铭后》：“余观

砥柱之屹中流，阅颓波之东

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之于
世道之风波，可以托六尺之

孤，寄百里之师。不以千乘之
利夺其大节，则可以不为此石

羞矣！营丘王蕃观复，居今而
好古，抱质而学文，可望以立

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
故书《砥柱铭》遗之。”跋文中

的每字每句，无不洋溢着黄庭
坚对王观复的殷切期望。

（未完待续）

往事越千年，最忆是南川(五）
——黄庭坚与隆化知县王观复交游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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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蕗颖）区委

人才工作会议后，各相关单位认

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大家表

示，要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坚持引才
育才并举、用才留才并重，为乡村

振兴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保障。

石莲镇：
干部素质大提升助

力乡村振兴

石莲镇人才工作按计划有序

推进，队伍素质明显提升，为打造

“水产之乡、花椒基地、养生乐园、
美丽石莲”提供了人才保证和智

力支持。
一是重宣传，营造人才工作

氛围。及时学习中央、市委和区
委关于人才工作新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和市委人才工作会议

部署要求；利用网络、公开栏等阵

地，制作横幅（含 LED显示屏）6
条、标语 2条，宣传我区“持续深

化科教兴区和人才强区战略行

动”，有效推动石莲人才的引进、

培养和选拔工作。

二是强培训，全面提升干部

素质。通过分层次举办集中学习
或专题讲座，深入贯彻中央和市

委、区委重大决策部署，着力增强

大局意识；通过开展“以案四说”
“以案四改”警示教育，着力增强

纪律意识；针对村社干部举办基

础电脑操作培训班，提升村社干

部办公能力，提高服务群众的水

平。从4月开始每个月开展一次
专题培训（代表履职培训、乡村振

兴技能培训、七一党员干部素质

培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理论
培训），已开展4次，惠及全镇400
余名党员干部和技能人才。

三是建机制，确保人才培养
实效。落实全镇人才发展规划、
完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完善人
才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完善改进
干部考核考察方式方法，使干部

工作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提高
考核考察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继

续实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和竞争

上岗制度；对人才工作积极先进

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表彰和鼓励，

为优秀人才创造更好的创业就业
环境。

福寿镇：
落实人才“选、育、

管、用”

福寿镇牢固树立“人才是第

一资源”的理念，坚决贯彻党管人
才的原则，精心“选才、育才、管

才、用才”，着力打造乡村人才振

兴“聚能环”，为推动镇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持续注入新动力。

抓组织领导，一盘棋统筹推
进。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驻

村领导为副组长、村社干部为组

员的“蓄池组”，全方位推进人才
引选。通过“信息筛选+走访调
查”开展地毯式本土人才摸排，积
极挖掘致富能人、退役军人、返乡
大学生等人员，及时将有潜力者
纳入镇“蓄才池”作为后备人才，

并进行分类归档、动态更新。

抓教育培训，一主题深度点
击。坚持以后备人才融入镇乡
村振兴为主题，进行精准化、多

样化、体系化培育。以镇发展方

向、工作需求为导向，为不同类

别的后备人才制定有针对性的

培养方案；利用区电视广播学
院、书记工作室、远程教育平台

等载体，为后备人才提供多种培

训机会；通过区级有关专家、致

富能手系统化地面对面授课、手
把手教学，提升后备人才职业技

能和综合素质。
抓管理调配，一张网托底支

撑。以党建为引领，结合区镇村
三级工作，加强对后备人才的全
覆盖管理。健全人才管理机制，

定期与上级部门、业务科室、分管
领导沟通交流，定期了解人才思

想动态和工作现状；优化人才结
构，根据能岗匹配原则、工作需求

变动，对后备人才进行工作岗位

合理调动。
抓考核激励，一条龙服务人

才。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强
化“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
汰”的导向，让干部有干头、有奔
头、有盼头。重视、尊重、爱惜人
才，用制度、事业、感情留人，努力

帮助后备人才解决工作、生活、家

庭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增强人才
获得感幸福感。

做好人才“引育用”助力乡村振兴好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蕗颖）8月
2日，客运中心站发布公告，8月
4日起至 8月 23日，该站所有班

线临时迁至南川客运西站发车。

根据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区公安局、区应急管理

局、区交通局、东城街道办事

处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
原木渡水泥厂办公楼和家属

楼危房区域实施紧急避险管

理的公告》，近期将对客运中心

站进出站口邻接的危房进行
拆除。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

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客运中心站

于 2022年 8月 4日起，至 8月 23
日危房拆除期间，将所有班线临

时迁至南川客运西站发车，原班
线发车时间保持不变。

迁站期间，广大旅客朋友可

继续登录微信公众号“愉客行重
庆市公路客运售票网”进行网上

购 票 ，也 可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71420106，了解购票乘车信息。

待危房拆除后，客运中心站将立
即迁回原址，恢复正常营运。

注意！客运中心站临时搬迁

图①：志愿者为老人化妆。 特约通讯员 罗川 摄
图②：志愿者在现场为老人补拍“结婚照”。 瞿明斌 摄
图③：两位老人深情相拥。 瞿明斌 摄

本报讯（记者 罗苑瑜 实
习生 陈昱竹）8月 3日，大观镇
中江村举办“幸福夕阳 情定中

江”相守老人集体庆典，在志愿者
的帮助下，9对金婚老人圆了一

场别样的婚礼梦。
是日上午，随着喜庆的歌舞

声，9对身着中式婚服的老人携

手步入舞台。老人们个个神采奕

奕、精神抖擞，脸上流露出幸福的
笑容。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一位

位白发苍苍的男士向自己相伴一

生的爱人献上花束并给予深情拥
抱，感人的一幕引来台下阵阵
掌声。

“通过这种仪式，让老人们感
受浪漫，弥补遗憾，也希望老人们

将婚姻、家庭的真谛传承给子女、
晚辈。”中江村第一书记肖晓利向

记者介绍，本次集体庆典也是中

江村“美丽中江·幸福夕阳”关爱

老人项目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中江村“美丽中江·

幸福夕阳”关爱老人项目以村里

60岁以上独居（空巢、留守）老
人、重病重残老人、家庭特别困
难老人为重点服务对象，整合资

源，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居家
照料、心理辅导、社会支持等

服务。
参加此次活动的老人张明英

和丈夫结婚66年，夫妻俩相濡以

沫一生，育有6个子女，家庭生活
平淡而幸福。老人站在舞台上，
手捧鲜花，难掩内心的激动。她

告诉记者，没想到能在老年还能
有一次属于自己的金婚庆典，虽

然子女没能到场见证，但她要把
活动现场的照片给子女看看，让

一家人都高兴高兴。

中江村:志愿者为金婚老人办集体庆典

本报讯（记者 李佳遥）近日，
区城市管理局在长远小区开展

城管服务进社区活动，结合居民
诉求，为小区绿化树、行道树修

剪树枝，消除安全隐患。
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介

绍，为了提高“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连
日来，该局深入各社区走访，面向
群众收集意见建议。走访过程
中，长远小区居民向其反映，小区

树木生长过于茂盛，影响室内采
光，加之近期强对流天气较多，容
易造成树木倾倒、树枝碰线等问
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希望区城

市管理局对其进行修剪。
随后，区城市管理局组织工

作人员借助高空作业车、高枝
锯、油锯等设备，对长远小区的

绿化树、行道树进行综合整治，
修剪病虫枝、枯萎枝、重叠枝以
及遮挡路灯的树枝等，改善通风

透光条件，提高抗风能力，消除
安全隐患。

据了解，区城市管理局还将
继续加强社区巡查与走访，及时
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联合社区

共同做好辖区市容秩序管理工
作，积极参与社区共建，打通城
市管理“最后一公里”。

区城市管理局：

城管服务进社区“剪”除烦恼消隐患

各投标人：
现对第【2022 年 08 月 02

日 星期二】期《南川日报》
《2022-2023年度采气班站仪
器仪表检测服务招标公告》作
如下补充通知：

一、将招标公告中第3条：
招标文件的获取时间修改为
2022年8月2日-2022年8月6
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2:00

至4:00（北京时间，下同），在重
庆市南川区康田东郡1-4-14
楼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

二、本补充通知是在招标
文件的基础上进行更正，如与
招标文件不符时，以本补充通
知为准。本补充通知作为招
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中石化重庆页岩气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关于《2022-2023年度采气班站
仪器仪表检测服务》的补充通知

（上接第一版）新征程上，只要我
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
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
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
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自己选择
的正确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
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大道之行，壮阔无垠。脚踏
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
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

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
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
强大的前进定力。新征程上，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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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人民日报7月31日评论员
文章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为行道树修剪树枝。记者 李佳遥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上接第一版）
莲花村面积 42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达 80%，生态非常

好。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中蜂
产业，中蜂发展到了1000多群。

区畜牧兽医渔业中心畜牧
发展科副科长梅宏远介绍，我区

蜜源植物 2000余种，具备发展

中蜂养殖的良好生态条件。目
前饲养有中蜂13.7万群，蜂产品

年产量 1500 吨，产值达 1.8 亿
元，成为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

近年来，我区将中蜂养殖作
为一大特色产业进行打造，取得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7年建

立重庆市级“中华蜜蜂保护区”，
同年被中国养蜂学会授予“中华
蜜蜂之乡”，金佛山中蜂蜜实现

了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整体认定，
金佛山中华蜜蜂注册了中国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

同时，我区不断推进蜂产业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以

及与农业、旅游业融合发展。目
前，全区蜂农达4500多户，其中

有 100群以上中蜂养殖大户 50
户，纯收入上 10万元的养蜂户

达 60多户；拥有中蜂养殖专业
合作社46个，蜜蜂家庭农场172
个，蜂农组织化程度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