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夏元

3月11日，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
和山上，春风拂面，梨花吐蕊。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万东镇
五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冬
勤却无暇欣赏春景，同往常一样，她一
早就来到办公室，先是安排好当天的
工作计划，随后赶往村里的蔬菜基地、
鱼塘和果园查看收成情况，再到脱贫
户家中逐门逐户走访。

五和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在周
冬勤带领下，村民们通过发展“五和
果、五和鱼、五和菜”，逐步脱贫致富。
目前，全村已培育形成精品果园2000
余亩、清水鱼塘600余亩、无公害蔬菜
基地300余亩，随着村民们的荷包“鼓
起来”，五和村摘下了“贫困村”帽子。

然而，周冬勤依然“闲不下来”，这
两年她忙着培育五和梨、高山蔬菜、生
态鱼等特色农产品，希望让村民的荷
包“更加充实”。

“要彻底拔掉‘穷根’，带领大家致
富，发展集体经济是关键。”周冬勤说，
五和村平均海拔550米，气候温暖湿
润、土壤肥沃，很适合发展种植业。
2019年，她带领50多户村民成立股份
专业合作社，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的

方式，集体发展猕猴桃、柑橘、枇杷等
特色水果。

“合作社成立后，周书记三天两头

就到大棚查看果蔬生长情况，并经常
自己上手，挖土、育苗、摘菜样样都得
行。”蔬菜种植基地现场负责人陈连华

说，“有周书记带领我们致富，大家干
劲十足！”

除了让村民荷包鼓起来，生活环
境也要好起来。时下，走进五和村，映
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村落，漫山遍
野盛开的梨花，一派乡村田园风光。
能有这些美景，与周冬勤的辛勤付出
分不开。

近年来，通过周冬勤牵头建设的
乡情陈列室、梨园文化广场、标准化医
疗站便民设施，以及硬化乡村公路、增
加乡村公交线路等，让五和村越发美
丽、宜居。如今，该村相继获得“全国
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美丽
乡村创建试点村”“重庆市文明村镇”

“重庆市乡村文明旅游示范村”等称
号，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看着村民们的荷包鼓了，我打心
眼里高兴，群众的认可就是我前进的
动力。”周冬勤说，接下来她将继续带
领村民们巩固脱贫成果，让大家的日
子越过越甜。

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冬勤：

让村民荷包鼓起来，让村子美起来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夏书记是为脱贫攻坚而去的，没
有他就没有高石村现在的变化，国家
的荣誉他实至名归。”阳春三月，垫江
县裴兴镇高石村山花烂漫，每当谈起
村里的变化，村民们总会想起为带领
他们脱贫奔小康，却最终倒在扶贫路
上的第一书记夏强。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夏强被追授为“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2018年8月，夏强主动请缨，担任
高石村驻村第一书记。这里是垫江最
偏远的村镇，距离县城足足有 42公
里。彼时，全村682户村民中共有26
户尚未脱贫。

“走进群众的心，才能撬开脱贫的
门。”驻村第一天，夏强便召集村支两
委开会，他的话语让村党支部书记杨
秀均至今铭记。那时的高石村村党支
部是裴兴镇有名的“后进基层党组
织”，“村里人心涣散、贫困户脱贫信心
不足是我们最大的‘拦路石’。”杨秀均
回忆。

为此，夏强将夯实农村基层党组
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开
展了“你扶志（智）我扶贫”活动，让村
里每一位党员定点联系一户贫困家
庭，除开展入户走访外，还负责制定发
展计划，帮助他们脱贫。“看着夏书记
带头走村入户，村民们觉得这位新来
的扶贫干部不一样，大家的思想在不
知不觉中也发生了转变，从‘要我脱

贫’变为‘我要脱贫’。”杨秀均说。
村里交通落后，夏强向相关部门

争取资金，先后修建了8公里油化道
路，硬化村级道路12.5公里、便民道3.9
公里，切实解决了群众生产、出行困
难。针对村民用水难题，夏强先后争
取整治小二型水库1座、山坪塘12口，
改造用水管网7.2公里，让上千名村民
喝上干净健康的自来水。此外，他还

以农村“三变”改革为契机，在村里发
展起中药材种植、蛋鸡养殖等产业，壮
大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增收。

“地里的老虎姜（黄精）开花了，可
夏书记再也看不见了。”说起夏强，70
多岁的脱贫户吴大才忍不住流下眼
泪。吴大才的儿子早逝，自己又患有
糖尿病，唯一的孙子还在读书，生活的
重担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是夏书记

不停地鼓励我，帮我树立脱贫信心，我
才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这几年，在
夏强的引导下，他将4亩多地入股基
地，种植了黄精、紫苏、青蒿等中药材，
一年仅保底分红就有3000余元，此外，
他还养殖了生猪、土鸡等，年纯收入共
有1万余元。

夏强一直患有高血压，但驻村期
间，他一个月有20多天都泡在村里，走
村入户、指导产业……繁忙的工作让
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时常感到胸闷
头晕，可组织每次询问他的病情，他都
说“没事”。2020年10月，在夏强的努
力下，高石村终于实现整村脱贫，县里
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本想将他调回
城区工作，却被他婉言拒绝。

“当时夏书记说，只有看着村民们
都稳定脱贫了，他才能安心回去。”杨
秀均哽咽道。他没有想到，两个月后，
夏强就因病倒在了扶贫战线上，年仅
46岁。

如今，高石村的中药材产业已初
具规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7万余
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我们一定要
把高石村建设成为产业兴、百姓富的
美丽乡村，不负夏书记的希望。”杨秀
均告诉记者。

已故垫江县裴兴镇高石村第一书记夏强：

生命最后一刻还在为村民奔忙

□本报记者 陈维灯

3月初，海拔1000多米的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三星乡三树村时常大雾弥
漫，天气依旧寒冷。

大雾中，却有一群人不顾寒冷，挑
沙、推砖、砌墙……忙得不亦乐乎。

1928年春，经中共丰都县委批准，
张承燕在三星乡创立了石柱第一个党
支部——三根树党支部。三星乡至今
遗存有张承燕烈士墓等革命遗址，有
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三星乡将依托三根树党支部、
张承燕烈士墓等革命遗址，打造‘红
色三星”体验教育基地。”三星乡副乡
长陈晓铭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目前

“红色三星”陈列馆主体工程已经完
工，配套的红色文化广场、步游道、停
车场等设施正抓紧施工，争取在7月
1日之前把“红色三星”体验教育基地
建成开放。

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民协会

“说到三根树党支部，张承燕是一
个不能不提的名字。”石柱县党史办原
主任王大进介绍，张承燕不仅是石柱
的第一个党支部书记，还是第一个农

民协会主席、第一个农民赤卫队大队
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主席。

1907年，张承燕出生在三根树（今
三星乡三树村）甘树坝一个农民家
庭。在身为私塾先生的父亲教导下，
张承燕自幼勤奋好学，14岁就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乡里学堂初中部，被乡里
人誉为“小秀才”。

1926年春，张承燕在三根树开设
了“兴隆客栈”。

不久，在四川中法大学和重庆
川东联立师范学校念书并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廖子良、朱泽准等受党组
织派遣回乡开展革命活动。来到三
根树后，他们以张承燕的客栈为据
点，开办农民夜校，发动群众，物色
积极分子，培养发展党员，着手建立
党组织。

在他们的引领下，张承燕对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性
质、宗旨和纲领有了深入了解，同时开
阔了眼界，也看到了斗争目标之远大，
任务之艰巨，道路之曲折。

当年冬月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啸，
雪花纷扬，寒冷异常，但张承燕的内心
温暖异常，因为就在这天晚上，他正式
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久，在张承燕领导下，三根树农
民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张承燕为会
长。

建立三根树党支部成立苏维
埃政府

“1928年春，经中共丰都县委批
准，石柱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即
中共三根树党支部委员会成立，由张
承燕任党支部书记。”王大进介绍，张
承燕在三根树场上开设的客栈和商
铺，成为了党组织活动的据点和联络
站。

不久，张承燕又抓住国民党在各
地大办民团的机会，打入民团内部，任
团防大队大队长，从而将三根树农协
会的120余名骨干编入团防大队，并在
1928年秋天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三根
树农民赤卫队”。

同年 10 月中旬，三根树党支部
定按照中央“八七”会议关于“开展武
装斗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
成立了双凤庙苏维埃政府，张承燕任
主席。

“双凤庙苏维埃政府诞生于腥风
血雨之中，虽然稚嫩，但极具感召力，
使千百年来饱受苦难的农民有了盼头
和希望。”王大进说，双凤庙苏维埃政
府的诞生，不仅是石柱县和石丰边区
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工农民主政府，也
是川东地区乃至川鄂边区最早成立的
苏维埃政府之一。

然而，三根树党支部领导下的农
民运动，触动了土豪劣绅的利益，开始

对革命阵营进行疯狂反扑，并组织暗
杀队，对农运负责人和革命积极分子
进行暗害。

1929年2月18日，张承燕在一个
叫冒水孔的地方被暗杀，身中数弹倒
在血泊中，年仅22岁。

打造“红色三星”体验教育基地

张承燕牺牲后，人们将他安葬在
了他的出生地甘树坝。

2005年，石柱划拨专款，在甘树坝
重建了张承燕烈士墓，2007年6月又
对墓地进行了修缮。如今，每年清明
节，当地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群众、青
年学生，都要前往祭祀，缅怀张承燕的
英雄事迹。

为充分挖掘三星乡深厚的红色文
化底蕴，同时整合三星乡的历史文化
资源和生态康养资源，探索红色文化
旅游与康养生态旅游相结合的有效路
径，三星乡启动了“红色三星”体验教
育基地项目建设。

陈晓铭介绍，整个项目建设以三
年为周期分阶段完成，第一阶段即
2021年将完成总投资1475万元，包
括“红色三星”陈列馆、张承燕烈士
墓修缮、三根树党支部遗址复原、三
根树“红色村寨”风貌改造、游客接
待中心、重庆冶锌遗址群（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利用设施建设
项目、地方课程《红色三星》开发与
出版等，“计划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在
2021 年 7 月前初步完成，并面向市
民开放。”

以“三根树党支部”为基础

石柱打造“红色三星”体验教育基地

夏强（右一）在田间走访。 （垫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周冬勤（右）了解果园管理情况。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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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诚集团兼并重庆市
4家纺织大户暨砸锭仪式举行

1998年3月12日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98年3月12日 中国华诚集团兼并重庆市4家纺织大
户——重庆第一棉纺织厂、重庆第四棉纺织厂、重庆大明纺织
染厂、重庆织造厂暨砸锭仪式举行。4家企业占地面积111万
平方米，职工1.47万名，由于多种原因，自1991年以来连续亏
损，到1997年末，累计亏损额已达2.15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
高达100%。此次“砸锭第一锤”，是市委、市政府在市场经济大
潮中痛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推进重庆纺织行业结构调整
的重大举措，跨出了重庆纺织行业结构调整的第一步。

□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生 蒋起源

在两江新区竹林街道凤栖沱社区，91岁的退休党员陈华琪每天上
午9点都会准时来到一个店铺般的小屋子前，开始一系列准备工作。
这里，便是陈华琪自己开办的居民免费阅览室。

它很小，面积仅有22平方米，生锈的卷帘门、掉漆的墙面让它显得
很破旧。但它的“内容”很丰富，两张桌子、一条长凳、几张老沙发，书桌
上和书柜里摆放着人民日报、重庆日报、当代党员等报刊杂志数十种，内
容涵盖党史、新闻、健康、科普等多个类别，可供党员群众免费借阅观看。

“人退休了，思想不能退休。”陈华琪说，作为一名老党员，退休后一
直想继续帮助社区党员和群众做些事，所以自办了这个阅览室，希望能
够满足周边居民文化、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一个学习、阅读的场地。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陈华琪都会早早来到阅览室，打扫
卫生、烧开水、整理书报，日复一日地坚持着。为了方便大家阅读学习，
他还细致地了解每位读者的喜好，再根据他们的“口味”，准备参考消
息、老年文摘等报刊书籍。

如今，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到阅读是学知识、拉家常，他们大多为社
区老人，最大的有97岁高龄，他们都非常喜爱这个学习交流的天地。

近段时间，在社区、企业的支持下，陈华琪在阅览室新上了一些与
党史有关的书籍报刊，以实际行动，支持党史教育学习。“中国共产党带
领我们这么大个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我们应该更加了解党、相
信党、热爱党。”陈华琪说。

他还表示，以前他就经常组织社区党员群众了解党的历史，以后，
他将继续不定期组织社区党员群众参观三峡博物馆、重庆红岩革命历
史博物馆等红色场馆。同时，也会组织前往礼嘉智慧公园等地，感受家
乡建设发展的巨大变化。

91岁退休党员自办免费阅览室

本报讯 （记者 白麟）3月11日上午，中石油西南油气田重庆气
矿卧龙河集气总站，升旗台气氛庄严肃穆，数十名重庆气矿的党员代表
们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回溯精神根脉，感受涌动初心。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重庆气矿依托中国石油“精神教育基地”——
卧龙河集气总站，将党课安排在了生产一线，分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前
往进行实地教育学习。

在党员学习室，党员代表们观看了党史展板，并通过触屏听党史讲
座，重温了党的光辉历程。“从红船精神，到大庆精神，再到抗疫精神，我
们深刻体会到，‘理想信念、忠诚担当’是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和崇
高境界，这时刻激励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初心，要永葆干事创业的激情和
活力！”在学习中，党员代表车常飞表示。

离开党员学习室，大家又来到生产区，并开展安全生产等互动技能
练兵，体验了“真把式”，咀嚼“宝剑锋从磨砺出”的味道。

在“党员活动中心”，代表们详细了解了“一个党支部书记+一个站
长”的管理模式，和党支部“三会一课”的标准流程。在“展览厅”，大家重
温历史，对卧龙河集气总站在党带领下的创业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回望，是更好地铭记。展望，是更好地发展。”当天学习结束时，党
员代表郭丽说，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100岁华诞之际，这样的
学习教育“初心之旅”意义深远，更是刻骨铭心。

重庆气矿将党史课堂开到生产线

本报讯 （记者 戴娟 通讯员 王诚洁）3月1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人民防空办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了解到，今年6月，位于渝
中区磁器街的重庆大轰炸遗址将修缮完毕，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地面
以下的防空隧道将首次对市民和游客开放。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日军实施“以炸迫降”战略企图最主要的
空袭目标。1941年6月5日晚，24架日机分三批偷袭重庆，在5个多小
时的疲劳轰炸中，渝中区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现磁器街）三段防空
隧道内，发生了震惊中外、惨不忍睹的避难民众窒息、践踏惨案，造成人
员伤亡2500人左右。1987年7月6日，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日
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落成仪式在此举行。2000年3月，重庆市
人防办公室将原址修复，重塑石雕，并将内部进行装饰，陈列布展大轰
炸时期历史照片，对广大群众开放。但地面以下的防空隧道一直没有
开放过。

据市人民防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隧道始建于1938年底，由重
庆市防空司令部会同成渝铁路工程局等单位勘探设计，是一条从地面
深挖入地底的大隧道。这条大隧道距离地面深度约10米左右，宽高约
2米多，平伸约2公里，中途分叉成三个洞口进出，最多能容纳5000人
左右掩避。后因地铁1号线建设，遗址与十八梯大隧道截断。该遗址
保护修缮项目所在地即为当时演武厅防空隧道出入口，是国家级抗战
遗址，建筑面积约455平方米。

市人民防空办根据“六·五隧道惨案”历史事件，采用遗址保护修缮
的方式，还原和展示遗址原貌，打造了集历史、文化与旅游一体的国家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了解，这一项目也是市人民防空办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实施
“为民办实事——推进‘山城洞天’重点人防工程提档升级”工作中的一
项举措。

修缮后的重庆大轰炸遗址
今年6月重新开放

地面以下防空隧道部分将首次对市民和游客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