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温暖的回响——脱贫攻坚四川故事汇”

征文获奖作品公示

由中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四川省乡村振兴局（原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开展的“温暖

的回响——脱贫攻坚四川故事汇”征文活动自 2020年 3月启动以

来，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截至 2021年 4月 7日，

共收到来稿 503篇。经中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四川省

乡村振兴局（原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 29篇、二等奖 44篇、三等奖 42篇、优秀

奖 106篇。

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现将获奖作品予以公示（获奖作品名单附后）。公示时间自 2021

年 8月 4日起至 8月 10日止，共 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凡对公

示作品有异议的（可登录“四川省情网”，通过搜索文章标题或作

者姓名阅读公示的文章），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向四川省地

方志工作办公室反映。如发现公示作品涉及抄袭、剽窃等侵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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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识产权情形的，查实后将取消其作品获奖资格；情节严重者，

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联系人及电话：刘忠安 15982017485

通讯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 15号（邮编：610012）

附件：“温暖的回响——脱贫攻坚四川故事汇”征文获奖

作品名单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1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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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暖的回响——脱贫攻坚四川故事汇”
征文获奖作品名单

一等奖（29篇）

《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北大门天空镶着金边的云》（马英超）

《插班生笑了》（唐 熙）

《脱贫攻坚中的那份感动》（刘 英）

《“五心”先生——记一位用心帮扶贫困地区的扶贫人孙付

春》（罗薇）

《为了远方的家》（杨 梅）

《铜锣山中的领头羊》（蒋小林）

《脱贫攻坚突击队日记五则》（陈学华）

《虽言寸草心 犹报三春“晖”》（罗 薇）

《凉山昭觉县扶贫故事》（戴自弦）

《以爱之名 精准扶贫》（黄河银）

《扶贫路上的春夏秋冬》（徐 怡 朱 宏 刘 璐）

《别蔺之感》（曾 焱）

《彝汉情深——记深情帮扶彝族同胞的扶贫人姚清国》

（罗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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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扶贫路上跳动的“初心”》（杨国敏）

《丝路尧坝》（徐光华）

《回望远山——忆古蔺老区挂职岁月》（金 雪）

《出生农村 扎根农村——仁寿县汪洋镇双塘村杨杰扶贫事

迹》（杨馥瑜）

《愿以此身为赤蔷 留得芬芳满世间》（郦炫竹）

《我是巴山村的女人》（李 春）

《青春无悔之香楠记忆——古蔺县检察院干部扶贫记》

（罗燕梅）

《从苦难中脱贫的独臂农民》（曹文芳）

《因地制宜走出致富路》（蒋小波）

《那盏不灭的灯》（向 岩 文 畅）

《爷爷忘了我》（李言蹊）

《高峰村的洋芋花开了》（赵 静）

《突破交通与产业“瓶颈”》（何 坤）

《公司来了，乡村美了，农民富了》（唐建华）

《微笑的梨花》（李小丽）

《敏敏的幸福》（陈静思）

二等奖（44篇）

《开在贫困村的小小格桑花》（杨 旭）

《乡村喇叭》（肖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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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有片葵花园》（刘国林）

《在大凉山的一千多个日夜》（张 海）

《山高人为峰——珙县玉和苗族乡杨家村“当代愚公”叶汝民

扶贫记》（王昌东）

《阿里木卡的新年愿望》（吴星霈）

《匠心扶贫——记醉心于蔬菜种植的扶贫人张保才》

（罗 薇）

《旧貌换新颜——记村官赵和民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事迹 》

（何 平）

《脱贫攻坚显政治担当 万亩茶园扬国储精神——记浙川东

西部扶贫协作国储党员服务队》（陈星华）

《“德布洛莫”生态品牌的成长之路——四川省甘洛县挖曲村

驻村工作队的“创业史”》（吴星霈）

《扶贫帮扶这一年》（刘 刚）

《朗曜星辰——记点亮峨边县新场乡星星村的扶贫人谢俊

杰》（罗 薇）

《青春，在扶贫路上绽放——荆坪乡黄坪村第一书记甘潇扶

贫故事》（甘元俊）

《脸面》（李 超）

《扶贫攻坚援彝路 初心模范审计人》（喻 斐）

《芳华无悔，谱写梦想》（罗 坤）

《官家村的好闺女》（朱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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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一叶总关情》（陈德琴）

《心至情至天空一片蔚蓝》（周 华）

《奋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陶熙珂）

《让青春在奋斗奉献中赢得辉煌让初心在脱贫攻坚中绽放光

芒》（邓再芹）

《“一家人”与彝家人的教育情结》（王 敬）

《斗笠村的文化密码》（罗 薇）

《对坡村 1033天——我的扶贫故事》（王 瑶）

《贫困村来了好管家》（木嘎铁柱）

《我与扶贫宣传》（山正元）

《扶贫路上的秋天》（张振常）

《下乡扶贫记》（谢鸣明）

《邓红新的幸福生活》（李 淮）

《扶贫路上绽放生命最后的光彩》（周 娜）

《看守苦竹笋的少年》（肖体高）

《脱贫攻坚路，致富花正开》（陈立华）

《拨开云雾，见太阳》（格日日哈）

《最后一公里（微电影 压缩稿）》（寒 雪）

《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女书记》（杨永康）

《一针一线绣出脱贫奔康“幸福花”》（何 博）

《眼 神》（杨 俊）

《大声讲话的李老头》（李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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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木村引来幸福水》（李 会）

《危旧房拆除记》（石 星）

《范冬：龙桥筑梦》（陈厚谊）

《雅砻江畔的“好门巴”》（田雨佳）

《悬崖上的舞蹈》（胡思雪）

《写给北川脱贫摘帽》（任朝富）

三等奖（42篇）

《不忘初心勇担重任 牢记使命决胜脱贫》（刘 怡）

《把斗笠村当故乡 视贫困户为亲人》（老 爽）

《云朵上的“重楼书记”》（陈 孟）

《杨正江的扶贫故事》（梁龙超）

《老陈和小陈的扶贫故事》（陈凯威）

《一个镇子里的那些事儿》（李 婷）

《难忘宣汉扶贫路 共圆全面小康梦》（冯利琼）

《香桂飘香长岭岗》（李竹梅）

《高原上的格桑花》（李 灵 晏文文）

《走进高原新村 听扶贫故事》（梁 涛）

《挥洒青春在高原 已把他乡作故乡》（王国旗）

《牢记嘱托 心系群众 笃行担当——奋力推动田坝村脱贫攻

坚》（刘艳平）

《我算合格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吗？》（郭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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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望沟的“红色路”》（陈 丽 张义兵）

《我的骄傲》（梁海英）

《一群可爱的人》（董银华）

《三年扶贫路 一世紫霞情》（黄媛媛）

《丙乙底村的羊》（贾巴尔且）

《飞鸿踏雪 援川记忆》（刘俊臣）

《月光星光，照亮扶贫路上的诗和远方》（钟黎川）

《洒在大凉山的阳光》（杨 梅）

《倾情帮扶群众的贴心人》（陈娄周 吴昌海）

《病愈重回第一线 整装再战大凉山》（陈 平）

《情洒田坝村 实干促脱贫——记古蔺县田坝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田福庆》（刘艳平）

《爱撒贫困路》（王发祯）

《扎根青山只为那最美笑颜》（吴 东）

《扶贫路上的“二孩爸妈”》（唐雪莲）

《庄坪娘子军》（朱 莎）

《扶贫是我人生重要的一课》（张 媛）

《青春丽影在脱贫攻坚路上闪光》（万大成）

《眼镜书记的“老兵日志”》（钱俊桦）

《梨子熟了》（万习香）

《不忘初心 不负韶华》（王荣山）

《一双双手帮布拖斩断穷根 推倒穷摞着穷的大山》（纪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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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棉村的“八朵金花”》（尹 艳）

《感谢有你——献给决胜脱贫攻坚战的人们》（黄学清）

《搭上“旅游车”走上致富路》（唐丽萍）

《一个单身汉的转变》（刘 力）

《我和通坪村的约会》（张 梅）

《搭把手，不让一个人掉队》（张丽君）

《这个书记是个好人 他用真心赢得民心》（唐德清 缪芸莉）

《脱贫攻坚，从密切干群关系开始》（陈义安）

优秀奖（106篇）

《我的“远亲”周叔》（王永明）

《扶贫路上践行初心使命 藏区高原绽放青春之花》（严 猛）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老寨子乡则

果村的扶贫岁月》（韩 川）

《最后一个异地搬迁户》（陈国清）

《为乡愁 为梦想——记凉山州三岔河乡致富带头人洛古有

格》（刁 聪）

《彝家贫困群众的贴心人——记昭觉县塘且乡呷姑洛吉村第

一书记戴自弦》（刁 聪）

《这位书记瓦吉瓦——记凉山州昭觉县特布洛乡谷莫村第一

书记罗雅宏》（刁 聪）

《保石尔石：外出务工知差距 回家过年谈感受》（吴星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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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司令》（吴星霈）

《天鼓脚下的领航人》（杨奎昌）

《病魔抵挡不住战贫的信念》（田雨佳）

《我的扶贫日志》（李文山）

《“改姓换名”的驻村第一书记》（马嘿依姑）

《冕宁县海泉村：村里来了干实事的人》（马嘿依姑）

《民心之路》（邹河旺）

《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熊 江）

《温暖的回响》（邱代玉）

《我在亚扎村脱贫攻坚驻村工作纪实》（王双梅）

《一个驻村工作队的扶贫作战图——记隆昌市古湖街道大云

村驻村工作队》（吴 英）

《重回大山深处翱翔天际的雄鹰》（刘安龙）

《踏石留印——记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藏区帮扶足迹》（罗 薇）

《布尔村羊倌们的暗中较量》（吴星霈）

《在罗盘顶，巧遇一场初雪》（杨俊富）

《网名的变迁》（杨志宏）

《肖老太的养老》（王永平）

《一马当先的“马上办”》（彭雨萌）

《喜娃的春天》（李本华）

《在金埝村，我们与一朵云彩同行》（许 星）

《让贫困不再移代》（舒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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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山支书——记一位建树于乡的村支书》（罗 薇）

《桃花盛开的地方》（董 勇）

《梨花开处是吾乡——记四川省仁寿县曹家镇梨树社区支部

退休党书记余新民》（罗 坤）

《他把爱撒满了彝乡村寨》（赵作奎）

《吉祥佛手送福来》（刘正义）

《“悬崖村”村民告别贫困下山来——中国式脱贫进行时》（武

学昌）

《高原贫困村在脱贫攻坚路上的蜕变》（马学明）

《冕宁脱贫攻坚一线故事：罗培国脱贫记》（马嘿依姑）

《村民期盼的眼神，对我们是一种告诫和提醒——克难攻坚，

顽强拼搏，体育人帕哈乡扶贫记》（蒋砚青）

《体育人是干实事的人，老百姓的认同是最真诚的——彝族

乡长赞语》（蒋砚青）

《老乡一天不脱贫，我们一天不脱钩——特门村驻村干部入

村誓言》（蒋砚青）

《困难是给有决心、有信心、有恒心的人准备的磨刀石——

飞龙镇梅托村第一书记张雪飞纪实》（蒋砚青）

《务必做好、必须做好、坚决完成、全面完成扶贫任务——

记武胜县梅托村驻村队员孙小阳》（蒋砚青）

《满怀深情为人民 留下人生精彩篇——记 90后脱贫攻坚干

部胡铂》（蒋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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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扶贫加深了我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解——记渣波村第一

书记邹靖》（蒋砚青）

《把芭蕉芋粉条打造成雷波脐橙一样的品牌》（蒋砚青）

《农学硕士当第一书记 当家两年村庄大变样》（张小丽）

《第一书记是我“爸”》（叶 勇）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做好高校高原扶贫人》（曾宪丹）

《云朵上的蝶变》（董 勇）

《绿农蔬菜桃花河》（刘群英）

《张晏萌：从船头走向地头的第一书记》（周佳玲 罗 苒）

《淬炼成钢》（万习香）

《我的帮扶户老曾》（唐雪莲）

《定点扶贫路上》（陶熙珂）

《雪域高原的铿锵承诺》（陶熙珂）

《以脱贫攻坚为契机，写好体育扶贫篇章》（张雪飞）

《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王洪明）

《把初心写在扶贫路上》（王洪明）

《仁寿边陲乡镇的扶贫书记》（唐建华）

《河包田村：一个老村支书的扶贫情怀》（杨进富）

《倾听凉山之布拖扶贫记》（彭万香）

《他把爱洒满了彝乡村寨》（赵作奎）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阿达色轨）

《幸福新村“瓦吉吉”》（石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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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乡“汉嘎”第一书记“瓦吉瓦”》（安 琳）

《一纸家书诉衷肠 追梦征途愧对家》（钟华冰）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脱贫攻坚贡献科技力量》（彭 涛）

《扶贫小记》（许庭杨）

《一路艰辛 一路收获 》（冯 政）

《三村纪行》（钟学惠）

《心系贫困乡村学生》（周祖国）

《走在脱贫路上的“土”书记》（木 子）

《初心映八浪 大风起兮云飞扬——记成都市三医院驻得荣

县八浪村帮扶干部余文超》（唐雪元）

《九圣村行》（李竹梅）

《桂花飘香的村庄》（范 丽）

《古蔺县高峰村有个“药掌柜”》（成清刚）

《一段扶贫往事》（雷仕忠）

《大爱满彝乡》（赵作奎）

《梁成健，大山深处的脱贫汉子》（李 雁）

《“红心”种在高原上》（易 鹏）

《贫困村里来了个朱警官》（曹正鹏）

《三个老兵的扶贫情怀》（张学东）

《不能让他走！》（马逾巧）

《不能辜负的使命》（魏太红）

《比翼双飞扶贫路》（罗学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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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愚公志” 父子接力战脱贫》（周黎明）

《一缕清风拂面来》（白 波 白雪峰）

《古井村“怪老头”的“变形记”》（姚晓兰）

《为了顾家店百姓的笑》（朱君明）

《帮扶记》（李 春）

《脱贫奔康我们在一起》（张文鹏）

《今有“木兰”战田园》（高黎明）

《迎难而上让青春在扶贫路上闪光》（蒲秀中）

《扶贫故事——温暖的回响》（李忠华）

《筑梦德格 情寄高原》（毛 旗）

《“女战士”徐培湘》（谷春红）

《检察官化解信任危机的“三件事”》（李 昭）

《绿色宅配 幸福到家》（李兰春）

《仇大哥的蜕变》（张麒麟）

《“向懒人”的“二道人生”》（谷春红）

《扶贫战线一老兵》（贾 海）

《脏阿嫂》（张 英）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脱贫攻坚事业奉献青春和汗水》

（付 林）

《百舸争流 奋楫者先》（徐 锐）

《农产品变商品，点亮产业脱贫之光》（高 佳）

《爸爸去哪儿了》（刘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