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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鲁莉师从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郝淑萍， 系统地学习了4年蜀绣技艺。

2005年鲁莉先后前往法国、 德国参加旅游

推介会，向世界展示了蜀绣的风采。2006年

鲁莉来到蜀绣大师孟德芝门下，继续学习。

安靖镇是蜀绣的发源地之一，有着雄

厚的人才基础。2008年，安靖镇扛起了振兴

蜀绣传统文化的大旗， 完善了蜀绣产业相

关配套设施，并建立了培训基地，长期开展

蜀绣人才技能培训， 鲁莉也来到安靖蜀绣

之乡，成为了七彩绣坊的一名绣娘。

鲁莉作为首批高级绣娘培养人才被选

派到邬学强大师工作室学习， 同时被选派

到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艺术系进修。成

都蜀都绣娘刺绣专业合作社聘请她担任高

级绣娘工作室的技术指导， 她把自己所学

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其他绣娘姐妹们。 近两

年，高级绣娘工作室在鲁莉的带领下，先后

制作了单面绣《繁花似锦》、《荷花》、《静

物瓶花》，双面异色绣《芙蓉锦鲤》及双面

全异绣《文君熊猫》等一大批蜀绣精品。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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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80年代初， 但与同龄人

相比， 钟明经历了太多挫折———父

亲瘫痪在床，母亲腿有顽疾，而他自

己则是年少失学， 好不容易初创事

业，却因事故将右手致残，可这个年

轻人从未因挫折变怠惰， 而是用勤

奋和汗水，在9年时间里，让自己成

了金堂县有名的蔬果种植大户。

钟明出生于金堂县高板镇石龙

社区，右手落下残疾后，他并未深陷

痛苦， 而是迅速开辟了另一番事

业———在老家承包下50亩土地，搭

起大棚，种蔬菜，植果树，一坚持就

是9年。现在，钟明的蔬果基地已从

最早的50亩发展成300余亩， 到了5

月， 基地内番茄进入长达两个月的

丰收期， 每天上万斤的番茄从这里

运出去，换回上万元的收益。钟明小

心翼翼积攒着每一笔收益， 因为他

心里还有另一个更大梦想， 需要这

积攒起来的收益浇灌。 这梦想就隐

藏在这基地中，成都商报记者看到，

在挂满果实的番茄枝蔓之间， 间杂

种有许多李树，钟明介绍，番茄只是

过渡产物， 李树才是基地的终极产

物， 他想围绕李树打造一山产业互

动式旅游———赏花、钓鱼、休闲……

“我相信我只要保持勤奋， 实现我

的梦想，算不上什么难事。”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1992年， 对于胡斌的人生来说是一

个转折点。儿子多多出生不久，被诊断出

患有脑瘫。在跑遍大小医院后，胡斌被迫

面对现实：儿子可能终身生活无法自理。

从2003年开始，胡斌在香港和台湾

的很多社会福利机构寻找答案，经过一

番调查，他逐渐发现一个特殊孩子的未

来，远不是一个家庭的简单事情，而是

涉及到政府保障服务、社会资源支持和

家庭责任承担的多方角色工程。

于是， 胡斌开始努力学习社工理

念、特教理念、康复理念等相关领域的

知识， 积极联系先进助残社工机构，希

望能找到一条为“多多们”的将来提供

帮助和服务的组织。

2011年3月， 胡斌清退了自己打拼

20年的IT公司，创办为重度智障和脑瘫

等残疾人提供托养和教育服务的非营

利性公益机构“武侯区善工家园助残中

心”，并迎来了第一批重度脑瘫、智障和

自闭症孩子，儿子多多和其他13位孩子

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蓝莓班”。

什么是多多他们真正需要的生活？

面对那个曾经让自己恐慌和焦虑的难

题，胡斌首先为自己的孩子和其他13个

家庭作出了回答———“有尊严且有品质

地活着”。胡斌说，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有

一份属于自己的不同的照料计划、教育

计划、康复计划和服务计划，让孩子们

在得到关爱的同时，得到有品质的生活

能力提升和社会适应能力提升。

“倒退五年或者十年，我根本不敢

想象，能有一个如此优秀的团队可以为

我的儿子和孩子们服务，我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现在，真正让胡斌自豪的是每

天有那么多关切的目光、无私的奉献在

涌向这里———善工家园已拥有专职社

工、特教老师、康复治疗师、生活护理老

师55名，1600多名注册志愿者。

在胡斌的工作计划表上，目前已有

“3-6� 岁学龄前特殊儿童早疗项目”、

“16-59岁大龄智障托养项目”和“武

侯助残社工站”项目。对于未来，胡斌的

设计是：3到5年， 让善工家园成为一个

规划有序、具备独特服务能力、在身心

障碍人士托养和养老托养方面有领头

和示范能力的大型专业社区公益服务

机构。

我 最美

梦

自强不息 扶残助残典型报道

他用不健全的双手

撑起梦想

在现场，很多人都说这群年轻人是特

殊材料做的。经过48小时的“闭关”创造，

期间基本不眠不休，这群人居然脸上没有

一丝倦怠，一口一个“不累”。昨日13时，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成都赛区选拔赛迎来

关门时间， 所有团队交出成果接受评判。

最后，设计出“智能自行车模块化开发”

“绿色清新车载太阳能换气降温系统”等

项目的6支优秀团队从39支参赛队伍中脱

颖而出， 将代表成都赛区参加 “共创未

来———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决赛。

“自动挡自行车”受投资者青睐

余能强团队的5个小伙子跑着上台，

一脸兴奋没有半点疲倦。他们的“智能自

行车模块化开发”项目获得了一等奖。一

拨又一拨的人走到他们的作品———一辆

被改装过的自行车前，送上惊奇和赞美。

余能强说，“2天前，这还是学校里一

辆被遗弃的旧自行车”。48个小时后，团

队化腐朽为神奇， 给自行车装上了多种

高科技设备。“简单地说， 这辆自行车有

三种普通自行车不具备的功能： 自动变

挡、危险预警和LED炫彩车轮。”

余能强是一个骑行爱好者，一次骑行

中他看到同行者不能掌握变速技巧，骑起

来非常费劲。他就琢磨能不能做一个自动

变速系统。据余能强介绍，变速装置可分

为两个部分，一是信息收集，二是舵机。前

者通过陀螺仪来完成，这个仪器可以感知

加速度和坡度，并把信息传给舵机，从而

实现换挡，譬如遇到上坡，舵机就会把链

条调整到直径大的飞轮上， 实现省力爬

坡。危险预警功能，是给自行车装上声波

发射和识别系统，一旦前方有物体，反射

波异常，手把就会震动、刹车。据一位团队

成员介绍，这项功能主要是为了应对恶劣

天气骑行和突然出现在前方的机动车。

LED炫彩车轮则是一个很酷炫的设计，当

自行车运转起来，辐条上的LED装置就能

显示出各种字样，颜色绚丽。

余能强说他们团队已经在着手把技

术推到市场上，“已经在考虑成员股权分

配”。这个想法并不超前，因为已经有人

为他们的创意、创造投资。从事机器人开

发的卓扬公司负责人比赛结束后一直在

等着和余能强团队洽谈， 他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这个项目很有市场前景，可以应

用到多种车辆上，他们愿意谈合作、共同

把创意做成商品。

这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个派对

“感触最深的，除了我们的作品拿到

二等奖，还有这个大房间里的氛围，我喜

欢这里的创造、分享、互助……”雷淳是

西南交大大三的学生， 她所在团队创作

的 “绿色清新车载太阳能换气降温系

统”广受好评，最终拿下二等奖。

团队核心成员刘进伟简介了“绿色清

新车载太阳能换气降温系统”。 它由两大

部分组成，一是装在车顶的自动伸缩太阳

能电池板，二是装在车厢内的空调。当车

内达到一定温度， 传感器就会发出信号，

让车顶电池板伸展、供电，车内的空调就

开始工作，温度降低，空调系统自动停工。

据介绍，他们做的这套系统造价1000

多元，“如果量产， 成本肯定还能降低”。

市场能否接受这个性价比？雷淳说她在这

48小时内还在网上做了市场调研，大多数

人选择的是 “可接受1200元的售价”。

“我们是在参加一场比赛，但相对于创造热

情，竞争好像完全不重要，更像是一个热爱

创造者的大party，还有人走到台上去，给大

家弹吉他唱歌，很欢乐。”雷淳说。

除了 “智能自行车模块化开发”和

“绿色清新车载太阳能换气降温系统”，

“键鼠一手控”“基于嵌入式多核处理器

的3D即时拍”“自行车发电模块开发”

“室内空气湿度调整器（舒适盒子）”这

4个项目也脱颖而出，6支团队将代表成

都赛区参加“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决赛。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200创客“闭关”48小时 超炫创意夺冠

自动挡自行车 给投资商盯上了

“中美青年创

客大赛成都赛区选

拔赛”， 由西南交

大、成都市科技局、

成都高新区管委会

以及英特尔公司联

合承办。 本次有39

支团队200人参赛，

选出6支优秀团队

代表成都赛区进入

决赛， 与美国伙计

对决。 中美青年创

客大赛作为第六轮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

磋商配套活动，由

教育部主办， 清华

大学等承办。

创意来源：

夏天钻进被晒过的轿车，

热得像桑拿房

特色功能：

1.

装在车顶的自动伸缩太

阳能电池板

2.

装在车厢内的空调

二等奖项目：

绿色清新车载太阳能

换气降温系统

新闻背景

成都市武侯区善工家园助残中心主任胡斌

IT老总清退公司

做特殊孩子的“父亲”

郫县工商联蜀绣产业商会安靖镇高

级蜀绣工作室带头人鲁莉

巴蜀绣娘

振兴蜀绣传统文化

“ 键

鼠 一 手

控 ” 项

目展示

“温

室 灯

光 ” 项

目展示

一等奖项目：

智能自行车模块化开发

创意来源：

部分人不能掌握变速技巧 ，

骑行非常费劲

特色功能：

1.

自动变挡

2.

危险预警功能

3.LED

炫彩车轮

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

简政放权的目的之一，就是让群

众办事更方便。在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过程中，锦江区去年梳理62项“民生

类”审批和服务事项下放到街道，经

梳理完善后全区29个社区公共服务

站可提供民生类服务事项68项。同

时，立足于群众需求，还在所有社区

公共服务站推行了延时服务，至少延

时1个小时， 让上班族不用请假也能

轻松办事。

办事不出街道

68事项可在社区服务站办

去年，锦江区进一步精简了行政

审批事项。经过清理，全区行政审批

事项已由188项减少至120项，清理减

少68项，精简率达36%。审批简化了，

让群众办事流程更顺畅，怎样才能让

群众办事更加方便？

近年来， 锦江区大力实施了街道

管理体制改革、 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和

培育社会组织等城市管理创新工程。

其中， 各街道按照每个社区公共服务

站服务对象原则上不低于户籍人口

4000户的标准， 采取“一站一居”或

“一站多居” 的形式共设立了29个社

区公共服务站， 力争让群众办事不出

街道。

锦江区还进而梳理了62项“民生

类” 审批和服务事项下放到街道。目

前，按照《社区公共服务站服务事项

目录》，居民办理养老、助残、社会保

障等八大类68项民生类服务事项都

能在社区公共服务站办理，基本实现

了群众办事不出街道。

下班也能办事

服务时间至少延长1个小时

通常， 大多数上班族的工作时间

都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或者5点半，这

正好和社区公共服务站的服务时间

差不多。现在，锦江全区29个社区公

共服务站， 全都推出了延时服务，服

务时间至少延长1个小时。今年以来，

各社区公共服务站在延时服务期间

接件251件次，当场办结244件次。

其实，延时服务只是锦江区提升

便民服务的举措之一。居民群众还可

通过电话、书面等方式预约节假日和

公休日办事，今年以来，各社区公共

服务站在节假日期间服务接件125件

次，当场办结115件次。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锦江区民生服务事项下放

公共服务站服务时间延长1小时

“智能

自行车模

块 化 开

发 ” 项目

展示

摄影记者

王红强

胡斌和机构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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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初要求，全市各

级各部门要全力配合督查组开展督

查，做到汇报工作不粉饰、反映问题

不遮掩，为督查组全面、深入、准确

了解成都情况创造良好条件、 提供

优质服务。对督查组的反馈意见，我

们将坚持即知即改，从严从实、不折

不扣地抓好整改落实，确保党中央、

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在成都落地

生根。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督查为

契机，按照中央和省上的部署要求，

深入实施“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

体战略，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

奋力推动成都在“新常态、万亿级”

的新起点上再出发，为全国、全省经

济“稳中求进”积极贡献成都力量。

唐良智汇报了成都市贯彻落实

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情况。 他说，

2014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改革创新、转

型升级” 总体战略和“五大兴市战

略”，千方百计稳增长，全力以赴促

发展，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社会

和谐安定。此外，唐良智还就国务院

督查组此次重点督查工作、成都市下

一步工作打算及建议作了具体汇报。

市领导李昆学、 朱志宏、 黄建

发、傅勇林、谢瑞武、苟正礼、刘守

成， 以及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汇报会。

汇报工作不粉饰

反映问题不遮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