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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奉节了哈！”2月1日下午，
高紫阳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当天第八条
信息。三天前，他带着林口村 5名儿
童到主城参加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公
益活动，“孩子们回家了，给大家报个
平安……”

今年32岁的高紫阳，是市国资委办
公室干部。去年9月，他被派驻市级深
度贫困乡镇奉节县平安乡任林口村“第
一书记”。朋友们发现，过去在朋友圈沉
默不语的高紫阳自从去了林口村，变得
爱发朋友圈了，有时甚至刷屏。

2月6日，高紫阳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朋友圈能整合更多的资源，帮助村里
解决更多的事情。

9月15日22∶53分
“我的村民，请献出爱心

帮一帮她，让人间充满爱”

一个小女孩，头发凌乱，穿着一条裤
衩站在草地里……去年9月15日，高紫
阳在林口村二社走访时初遇李佳金。小
佳金今年两岁，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
妹，父亲李顺权负担实在重，连一件像样
的衣服都买不起。

那一夜，高紫阳失眠了。深夜10点
多，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并配上

“我的村民，请献出爱心帮一帮她”的文
字。

这是高紫阳到林口村发出的第一条
朋友圈。几天后，小女孩陆续收到了衣
服、裤子、鞋子等。

林口村海拔1300多米，山高坡陡。
为了解贫困状况，高紫阳在五保老人黄
银公家住了两晚——墙漏风、瓦滴雨，蜘
蛛网挂满屋。村民都说，这个城里来的
小伙子“下得腊（吃得苦的意思）”。

“他现在都还经常来看我。”黄银公
说，临走时，高紫阳还给他买了加厚棉
絮，并将自己的大棉衣送给了他。

在村民谢龙胜家吃午饭，老人将米
饭盛给了高紫阳，老两口和3岁的孙子
悄悄地躲在一旁吃土豆。那一刻，高紫
阳落泪了。后来，他买了一袋米、一桶油
送到老人家中。

……
到任13天，高紫阳走遍全村4个社，

了解到全村 540 户，有建卡贫困户 61

户、五保户26户，单身汉57人、癌症患者
18人，村民外出较多，留在村里的大多是
老弱病残人员；同时，全村产业基础薄
弱，水、电、路、讯、房等急需改善。

“缺文化、少技能，怎能脱贫致富？”
高紫阳意识到，只有抓好年轻村民的技
能培训和贫困学生的教育教学，才能斩
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今年1月底，高紫阳带领林口村颜
榜、王逸凤等5名留守儿童参加重庆市
工商联青委会组织的“情守童心，爱与童
行”希望之光公益活动。三天时间，他发
了15条朋友圈。

阅读书籍、参观科技馆、观看山城夜
景……看着孩子们眼中盛满新奇，高紫
阳禁不住发了朋友圈。他说，孩子们让
他看到了林口村的希望。

9月21日22∶28分
“惊悚的一天，下村好不

容易坐回车，居然翻下坑”

林口村路况差。去年9月21日，高
紫阳下村连车带人翻到路边坑里。后
来，前来救援的拖车也翻到坑里。那一
晚，高紫阳回到住处已是深夜10点过。

“惊悚的一天，下村好不容易坐回
车，居然翻下坑。”躺在床上，高紫阳心有
余悸，发了张救援的图片安慰自己，“吓
死宝宝了。”

山高坡陡，险象环生，但这并没吓退高
紫阳。查看公路、探寻水源、走访村民……
终于在9月26日凌晨2点多，他完成了

一份长达23页的《林口村2017年-2019
发展规划》。

现在，林口村的道路开始修建、人行
便道入了户、村民的人居环境正在整治、
村民的饮水问题也正着手解决。高紫阳
正规划为林口村二社的10户五保老人
建造一个集中居住点，既改善居住环境，
又方便彼此有个照应。

重庆日报记者与高紫阳刚到苦草林
（土地名），四社老社长刘明清老远就认
出了他。刘社长老伴患有重病，花了不
少的钱，但从不向组织诉苦。高紫阳深
受感动，专门为刘社长的老伴争取了救
助政策。

刚进入院坝，他就打听老社长老伴
的病情，听说救助政策还没到位，他又急
忙给乡里、县里相关单位联系，核查落实
进度。

就在高紫阳牵挂着村民病情的同
时，他的妻子正重病躺在主城医院的病
床上。前一天，高紫阳离开妻子赶回林
口村。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她舍不得
我走，但更支持我的工作。”

然而，入冬以来，林口村下了两场
雪，高紫阳感冒了，一直咳嗽，他没放在
心上。1月16日，高紫阳咳嗽带血了，他
不得不住进了医院，顺便在朋友圈发了
条躺在病床上的视频。

2月3日，高紫阳感冒还没痊愈，但
他一早就要去给李佳金送羽绒服。这是
重庆巨能集团的几名员工为小佳金买
的。他说，大雪封山，自己都感冒了，小
佳金更冷，得早点送给她穿上御寒。

10月21日15∶50分
“绝对没有使用农药，农

家肥种的包包菜寻找买主”

在林口村四社，一个占地250亩的
藏香猪种猪场正在规划建设中。这个种
猪场建成后，年存栏种猪300头，每年可
为当地村民提供5000多头仔猪。

林口村生态环境好，玉米、土豆、红
苕“三大坨”产量高，老百姓有养猪的习
惯。去年，全村喂养粮食猪达400多头。

“养猪技术成熟、群众接受度高。”经
过走访，再前往贵州等地考察，高紫阳与
村支两委成员商定，把养殖藏香猪作为
林口村的脱贫支柱产业，并引进重庆市
巴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400万修
建藏香猪种猪场，“既要有好品种，又要
有龙头企业带动。”

与此同时，高紫阳还请来巫溪县负
责巫姑腊肉生产的郑彩成现场考察。他
希望郑彩成能将她的腊肉传统技艺用来
加工藏香猪，在林口村熏制腊肉，并在网
商协会注册销售。

“猪还没喂，就想到了加工、销售环
节。”林口村村主任称，高紫阳对农村工
作已经非常熟悉，特别是对农村产业化
发展很有一套，“想得远，考虑很周全。”

高紫阳坦言，这点思路也是从实践中学
来的。去年10月21日，他见村民刘远登的
蔬菜长得绿油油一片，脸上却挂满了愁容。
原来林口村交通偏远，信息不灵通，刘远
登担心自己种植的70亩蔬菜卖不出去。

“绝对没有使用农药，高山深处贫困
户用农家肥种的包包菜寻找买主……”
在刘远登的菜地，高紫阳拍了照片，在朋
友圈发了一条微信。“很快有公司主动联
系，买走了价值12万元的包包菜。”

刘远登的菜卖出去了，但高紫阳由
此意识到，发展脱贫产业，必须引进企业
解决资金、技术、市场的问题，必须带动
农民实实在在增收，那才叫真脱贫。

现在，林口村还引进了3家公司种
植中药材、蔬菜，养殖生猪，逐步培育起
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打好脱贫攻坚战需要互联网思
维。”高紫阳说，对于一个扶贫干部来说，
用好个人微信，既可以在朋友圈争取、整
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帮助林口村脱贫，同
时也能激发贫困群众增强脱贫致富的信
心。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为了林口村
早日实现整村脱贫，村民共同致富奔小
康，他会充分利用现代通讯网络，继续在
朋友圈刷屏。”

朋友圈刷出新资源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同样一亩地，租给电子厂每年可收
5000元的租金，流转给村里发展农业，
年租金只有2000元——一番纠结后，沙
坪坝区歌乐山镇歌乐村村民苟裕金还是

“傻乎乎”地选择了后者。
“后者更生态，也更有前景！”昨日，

已当上农家乐老板的苟裕金掩不住喜
色，“事实证明，陈刚书记看得比我们远、
想得比我们深！”

作为歌乐村党委书记，陈刚带着村
民重走发展农业的老路，让村民的空院
坝都能赚钱，赢得了村民拥护。

“找现钱”之路行不通了

1996年，已在一家企业任副厂长的
陈刚被选为歌乐村村委委员、村企业办
公室主任，负责协调村民与村内乡镇企
业的关系。

当时是乡镇企业最红火时期。靠挖
山采石办碎石厂、石灰厂等，歌乐村年工
业产值达到20亿元，村民也靠出租土地
或进厂打工轻松致富。

2004年，市里为保护主城“肺叶”要
关停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村里的企业首
当其冲。这时，仍有不少村民想把地租给
铸造厂、汽修厂，几乎每天都有两三拨人到
村委会，要求村里别妨碍大家“找现钱”。

重搞农业

2011年，陈刚任村支书。“压力很
大。但我不能为了一时的财路而断了村
里长久的财路。”陈刚为此不断研究国家
相关政策、外地农村发展经验，并于
2012年提出“重新搞农业”。

“要重走老路？”村民们都吃了一
惊。歌乐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蔬菜
村”，但人均1.1亩地，侍弄再精细也难富
裕。

面对群众的不理解，陈刚实施了党
建网格化管理，通过“1+10”的方式（即1
名党员对口联系10户群众），实现村支两
委与村民意见的互通。这下村民才明
白，村里要成立绿歌生态农业专业合作
社，流转村里土地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同时实施股权制改革，每0.5亩地为一
股，村民入股当“股东”。不过，合作社给
的租金只有工业企业给出的40%。

苟家湾社的村民意见最大。为此，
陈刚与村支两委干部一起，挨家做工
作。其中一家，他登门十余次，边帮村民
干活，边给他们算账：搞农业虽然眼下租
金少，却是朝阳产业，至少可以发展几十
年；而想进村的企业大多数技术含量不
高，有的还有污染，要不了几年就可能被
淘汰，地也不好复垦，到头来啥都没了。
村民们想了很久，最终都点了头。

2012年，“颐麓欢歌”生态园在苟家
湾动工。

赏花节里机会多

2015年，歌乐村举办首届“颐麓欢
歌”赏花节。2000多亩的园区内，桃花、
李花、油菜花盛开，人流如织。

苟裕金在赏花节中发现了契机，办
起农家乐，多的一天能收入数千元。更

令他惊喜的是，还有游客向他租院坝搭
帐篷。“这下不仅是桌子、椅子，连光坝子
也能挣钱！”苟裕金乐呵呵地说，现在他
年收入不低于五万元，比把家中仅有的
两亩地租给企业划算多了。

红庙社的赵吉容也很高兴。62岁的
她与丈夫把2亩地流转给合作社，每年
租金4000元，自己在生态园打工，年收
入约3.2万元，丈夫打零工年收入约3万
元。2015年和2016年，她家入股分红
分别达到280元、480元。

目前歌乐村已发展起40多家农家
乐、养老机构，去年全村旅游收入超过
200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1.8万余元，
成为沙坪坝区集体经济实力最强的村之
一，村集体资产由2011年的4000万元
增加到现在的8000多万元。

“着眼于长远，实行机制创新，才能
把老路走出新意。”陈刚说。

歌乐山镇歌乐村党委书记陈刚

从老路中走出新意
“光坝子”也能挣钱

本报记者 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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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昌2月13日电 （记
者 苏斌 周凯）中国队单板滑
雪项目奖牌零突破的目标 13 日
在韩国平昌凤凰雪上公园实现。

刘佳宇在女子U型场地决赛中以
89.75分摘得银牌，这也是中国代
表团在平昌冬奥会上的第一枚奖
牌。

平昌冬奥会女子U型场地刘佳宇摘银
中国单板滑雪实现奖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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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致公党13日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五成的台湾民众对过去一
年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其中近八成民众对空气品质和贫富差距问题感到
不满，同时对两岸关系现状不满的民众也超过六成。

超半数台湾民众对过去一年生活现状不满

➡台湾《远见杂志》近日发表民调显示：台湾民众“赞成‘台独’”的比
例创10年新低，而赞成两岸统一的比例则为10年新高；超过五成年轻人
想去大陆发展，比去年增长一成。

岛内“台独”支持率创10年新低
超五成年轻人希望去大陆发展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日
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
对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
办原主任鲁炜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
查。

经查，鲁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阳奉阴违、欺骗中央，
目无规矩、肆意妄为，妄议中央，干
扰中央巡视，野心膨胀，公器私用，
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
名诬告他人，拉帮结派、搞“小圈
子”；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群众纪律，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
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违反组
织纪律，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
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以权谋私，
收钱敛财；违反工作纪律，对中央关
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

行；以权谋色、毫无廉耻。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
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理想
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
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

“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两
面人”，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知止，问题严重集中，群众反映强
烈，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
的典型，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
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
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
给予鲁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
机关依法处理。

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
原主任鲁炜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日
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
对山东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
季缃绮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

经查，季缃绮严重违反政治纪
律，转移涉案款物，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
品，低价购买住房，违规持有非上市
公司股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
侵吞巨额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犯罪，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
嫌受贿犯罪。

季缃绮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
部，丧失理想信念，贪欲膨胀，中饱
私囊，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
法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
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季缃
绮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
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免去
其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委员职务；终
止其山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
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
家机关依法处理。

山东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季缃绮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3日对“亲信干政”案核心人物崔顺实作出
一审宣判，以收受贿赂、滥用权力等罪名判处其20年监禁并处罚金180亿
韩元（约合1.04亿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

“亲信干政”案核心人物崔顺实
一审被判20年监禁

巴渝剧院

京剧《泗州城》《秋江》《三堂
会审》

演出时间：2018年2月28日
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团有

限责任公司

金汤街剧场

川剧 张飞审瓜（弹戏）梅
龙镇（胡琴）双拜月（高腔）上任
请客（灯戏）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6日
下午2∶00

演出票价：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川剧 拨火棍（弹戏）薛仁

贵回窖（弹戏）月下访信（胡琴）
凤仪亭（高腔）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7日

下午2∶00
演出票价：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弦乐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

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

号，点击进入微商城购票

重庆演出信息

高紫阳入户走访群众。 记者 彭瑜 摄

奉节县平安乡林口村“第一书记”
高紫阳爱发朋友圈，通过网络帮助村
里解决困难，呼吁献爱心，为农产品找
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