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猪5头、母猪4头、山羊4只、
蔬菜10亩，达到贫困户脱贫标准，可以
提前脱贫了！”前不久，当云阳县云阳镇
扶贫专干宣布完模拟验收结论，云阳镇
庙中小学校长张炳明和他帮扶的贫困户
许国春激动地抱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两个大男人竟像孩子似的痛哭了一场。

三天两头谈心
激发脱贫志气

去年5月，张炳明接到了镇党委政
府一个新任务：帮扶宝塔村八社建卡贫
困户许国春一家。

“我一个教书的，怎样来搞扶贫？”虽
然有疑问，但是张炳明仍然决定：每周要
利用工作空当时间，至少走访许春国家3
次以上。

他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老许家的情
形。他走了40分钟山路到了老许家后，
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老许才带着一身
酒气回来，嘴里直说“今天运气差，打牌
又输了”。得知来意，老许带他在屋里屋
外转了一遍：家具仅一张床和几条木凳、
家电仅一个电饭煲，屋外是泥巴院坝，周
围土地荒着。

这场景让张炳明心头不是滋味，当
即坐下来与老许谈脱贫规划。“我命不
好，你看我这个家嘛，没喂猪牛羊鸡鸭这
些，庄稼收成也不好。”老许没好气地说，

“再说了，你一个教书的，一没权力，二没
钱，来帮我脱贫？我看是涮坛子！”

面对只求好耍、不愿作为的老许，张
炳明好说歹说，对方始终“四季豆油盐不
进”。

“一次不行去两次，就不信说服不了
他！”张炳明三天两头到老许家去交心谈
心，有时还帮老许做农活。

“没看出来，你一个老师，还下得来
力。”连续20多天劳动下来，老许第一次
表扬了他。

通过一个多月的交心谈心，老许终
于愿意为自己谋划脱贫路子了。

三道血口子
换来一条硬化路

通往老许家的路是一条毛草路，路
边荆棘丛生，杂草齐人高，老许一家进出
都很困难。张炳明和老许商量，自己动

手先把路边的杂草砍掉。
说干就干。6月，他和老许两人冒着

高温，经过10多天的紧张劳作，张炳明
的手掌裂了三道血口子，换来一条宽2
米、长20余米的便民道，但路面依然凹
凸不平。

张炳明又迅速将道路情况向镇里反
应，镇里调研、规划、设计、预算，进行了
一个多月的反复论证。张炳明则来来回
回在县、镇、村、老许家奔走，最终，一条
硬化好的便道从许国春家门前过，成了
老许家致富的希望路。

每次到老许家里，看到房前屋后摆
放杂乱，张炳明就亲自替他整理；屋内屋
外垃圾乱丢乱放，他就拿起扫帚打扫。

这些行为习惯，无形间感染和熏陶着老
许一家，带动他们养成了爱清洁、讲究整
理的好习惯。

300元慰问金
催生一个养猪场

2017年元旦节，张炳明又一次来到
老许家，为他送去300元慰问金。在交
谈中，他建议老许建个养猪场。

“想是想，确实没有启动资金。”老许
无奈道。张炳明立马拍胸脯：我先借资，
帮你搭建一个简易养猪场。

就这样，20多天后，在老许家门前的
空地上，一个简易猪场建成了。如今，猪
场里喂养着4头母猪，不久将要产仔，此
外还有5头商品猪。

老许逢人便说：“再过3个月，我卖
掉 3 头猪，到时就可以把账全部还
完。”

猪场的搭建成功，助推了老许的干
事热情。如今，他又养了4只山羊，院落
里鸡鸭成群、池塘里鱼儿正欢。

在搞好养殖业的同时，老许又承包
了社里的闲置土地，种植了10余亩蔬
菜，张炳明则当起了他的推销员，负责联
系蔬菜外销任务，基本上每隔一周就有
商贩上门收菜。今年以来，仅卖蔬菜一
项，老许一家就收入了3800余元，日子
越过越红火。

云阳镇庙中小学校长张炳明帮助贫困户提前脱贫，他说：

扶贫要靠真情和耐心
本报记者 向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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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7月16
日，记者从武警重庆总队获悉，当日
上午7时10分，一艘货船在行驶途
中因机械故障导致失去动力抛锚于
长江中，经过6小时紧急救援，货船
成功脱险。

7时 10 分，由江西九江开往
重庆九龙坡的“正汉-3号”货船
行驶至木洞锦滩水域时，由于机
舱机械故障导致船舱失火失去动
力，被迫抛锚。当时船上满载钢
筋2500吨，货船吃水深度只有3.5
米，由于事发水域水流湍急，乱流
涌动，情况十分紧急。

7时40分，武警重庆总队船艇
支队接到重庆鱼嘴海事执法大队请

求后，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派出
多艘巡逻艇、挂机艇、冲锋舟迅速赶
往事发水域。

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与鱼
嘴海事执法大队、水上公安消防
成立了应急救援现场指挥机构。
武警官兵出动巡逻艇对事故水域
上下2公里实施封控警戒，拉响警
报提醒过往船只减速慢行，避免二
次事故发生；出动冲锋舟靠近事故
货船负责水面观察和人员输送转
移；出动挂机艇和冲锋舟对货船
打缆施救，以防货船触礁。最后，
经过6个小时救援，事故货船被拖
离事故水域前往东港船厂检修，
成功脱险。

6小时紧急救援 抛锚货船成功脱险

本报讯 （记者 杨晨 实习生
庞静逸）7 月 16日，“瑞士的中国意境
——当代著名艺术家安东尼奥·威利中
国个展”在渝中区白象街融创时尚发布
厅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安东尼奥·威
利的44幅画作，这些作品是他从2007
年至今在中国创作的，其中意识流画作

“A·W”系列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37岁的安东尼奥有“瑞士达芬奇”美

誉，是一个喜欢游走世界的艺术探索者，
他去过 80 多个国家、100 多个城市。
2007年，他来到北京，并于2011年定居
成都，在近10年时间里，他在中国创作

了500多幅画作。本次展览是安东尼奥
继成都、上海、香港之后，举行的第四场
中国个展。

“我的作品里有很多中国元素和符号，
中国艺术家给了我很多启发，比如张大
千。”安东尼奥用流利的中文说，他曾在武
当山学过太极，并将之融合进自己的画作
中，创新了一种他称之为“结构主义”的油
画风格。

此次展出的意识流画作“A·W”系
列就呈现了安东尼奥的“结构主义”。画
中以流动的波纹象征太极中的气韵，蓝
绿的色调凸显出结构的层次，给观赏者
足够的想象空间。“‘A·W’是我名字的
缩写，这个名字类似于中国画中的‘无
题’，意在让观赏者自由发挥想象。”安东
尼奥说。

此次展出的作品还有自然引力系

列、成都熊猫系列等。安东尼奥表示，虽
然是第一次到重庆，但他已被这座城市
的建筑、文化、夜景吸引，“下一步，可能
会将洪崖洞、解放碑、白象街的美景入
画。”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1日，
市民可关注重庆日报旗下的微信公众号

“同茂大道416号”发送“看展”，即可免
费索票。

走！去白象街欣赏“瑞士达芬奇”的画作

本报讯 （记者 杨晨 实习生
庞静逸）在綦江区横山镇清风场，我市首
个传承乡村文化记忆的乡建公园正在紧
锣密鼓地建设当中。近日，市历史文化
名城专委会的11位专家赴该项目调研，
他们一致表示，这个回迁农民、复建农
舍、复耕农田的乡建公园，营造出了田园
村落场景，能让市民体验农耕生活方式，
在未来会成为市民避暑的好去处。

据项目负责人冉巍介绍，作为重庆
乡建实践的首个案例，该乡建公园占地
366亩（含原生林地），是清风场“乡建”
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民宿集群、平房
小院），预计将于2017年底正式对外开
放。

该乡建公园目前正在复建村头、农
宅，复耕梯田、藕池；回迁农户，传承自然

农法；建成后将在不同时节，举行各种当
地风情的乡村农耕文化活动，用田园村
落的生活场景唤起乡愁。“该项目将营造
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乡情意境，为都
市人提供一种悠闲的田园生活方式。”冉
巍说。

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专家们在现
场为重庆首个乡建项目把脉支招。

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何智亚
建议未来把乡村种养、乡村度假、乡村科
技、乡村文化、乡村养老等内容融合进
去，唤起人们的乡愁。

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副主任、三
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认为，乡建项目的
运营发展必将带动周边“三农”经济发
展，重塑地域化特色民宿，为乡土景观
注入新元素，结合文创包装、推出当地
物产，如横山特产的大米和云雾茶等，
不仅可提高当地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同时可推动乡村现代农业品牌的
发展。

綦江开建我市首个乡建实践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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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官兵正在固定事故船只。 （武警重庆总队提供）

本报讯 （记者 白麟）7月16
日，记者从仙桃数据谷获悉，由国家
信息中心、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和
渝北区政府共同创建的仙桃大数据
与物联网创新学院，筹建工作已接
近尾声，并计划今年 9 月正式开
院。届时该学院将与全球一流科
研、教育、培训和产业机构协同办
学，为重庆和中国培养一大批国际
性技术和创新人才。

仙桃大数据与物联网创新学院
位于仙桃数据谷南端，总建筑面积
14万平方米，定位为开放型、公益
性“政产学研金用”协同创新的未来
大学。其将从大数据与物联网切
入，依托本地和国际科教资源，规模

孵化创新创业企业，并促进我市人
工智能、先进制造与智能制造、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未来网络、生物科技
与生命健康等产业板块的发展。

据了解，该学院将针对重庆自
身的产业优势，重点开展汽车无人
驾驶与能源等领域的教学和协同创
新。

近日，学院筹备方还举行了百
度大脑＆Apollo开放平台深度交
流会，百度大脑＆Apollo团队、长
安汽车等业内代表人士及政府有
关部门负责人，纷纷就未来汽车无
人驾驶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重庆
在其中的机遇等话题，进行了热烈
讨论。

仙桃大数据与物联网创新学院9月开院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7月
16日，记者从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
乐部获悉，该俱乐部已经和河北华
夏幸福足球俱乐部达成协议，将以
租借的方式引进华夏幸福球员廖均
健，租借期为半年。

据了解，廖均健1994年1月27
日生于广西北海，身高1.86米，司
职后卫。曾效力于东莞南城、广东
日日之泉等队，并先后入选中国国
青队和国奥队。在2015年2月加

盟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后，廖均健
不仅随球队升入中超，还在2016赛
季以河北华夏幸福主力右后卫的身
份，获得28次联赛出场机会，并贡
献1次助攻。

据俱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选
择廖均健是俱乐部进行多方考察，
并征求了主帅张外龙意见后的结
果。“廖均健不仅拥有突出的技术能
力，还有着很强的适应力，相信能快
速融入到球队之中。”该负责人说。

廖均健租借加盟重庆当代力帆

累计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5万亩，直接惠
及2万余农民群众……在潼南区，随着新一轮
退耕还林的持续推进，这一组组林业数据正在
不断刷新。

潼南以“兴林富民”为宗旨，紧紧抓住“生态
文明建设”这一契机，努力“打造林业产业、创建
绿色品牌”，实现了林业总产值20.8亿元。依
托新一轮的退耕还林，大力发展花椒、核桃、油
牡丹、玫瑰、中药材及林下经济，通过不断优化
产业格局，形成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
好态势，座座荒山已经变成能够不断生钱的“小
银行”。

发展林业产业 实现致富梦想

枝繁叶茂，一片片漫山遍野的核桃园，承载
着一个个致富希望。刘建场是田家镇第一批依
靠种植核桃发家致富的村民，自几年前开始种
植核桃树以来，收入增加了不少。除此之外，刘
建场还搞起了林下养鸡。现在光是养鸡的收
入，一年就有好几万。下一步，刘建场准备再将
核桃种植面积扩大，进一步带动周边农户致
富。

种植核桃，已成为潼南当地许多坡地村民
的首选。除了田家镇，古溪镇、太安镇等多地也
开始种植核桃。全区核桃产业总面积达2.5万
亩，其中基地面积1.18万亩，发展核桃企业20
家 。

核桃种植，只是潼南大力发展林业产业众

多举措中的一个。依托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
还林、特色产业等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潼南区大
力发展花椒、核桃、油牡丹、玫瑰等为主的林业
产业8.4万亩，培育发展木本油料和中药材的林
业企业70多加，建成500亩以上的林业产业基
地44个，基地面积6.82万亩。

同时，加快潼南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步伐，
将旅游与林业融合，凸显区域特色，不断延长产
业链条。

创新发展方式 带动农民增收

7月13日，潼南区别口镇花院村村民孙少
西一大早就跟着同村的几名村民来到花椒基地
上班。“出租土地有租金，到公司上班还有工资，
同样是种地，这可比以前强多了”孙少西觉得，
如今日子越过越好，这一切与实施退耕还林大
力发展林业产业所取得的成果密不可分。

孙少西说，原本一家人的生活就指望着种
玉米的几亩土地过活，并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
虽然温饱不愁，但想过好日子就几乎不太可
能。2016年，别口镇开始了花椒种植，孙少西
将自己的土地以每亩200元的价格出租给了当
地一家花椒种植企业，并加入公司以劳务的形
式换取报酬。

“家门口上班，做得好可能还有分红，这样
的事可比打工强多了”孙少西高兴地说。

孙少西上班的公司名叫穗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该公司计划投资4000万元，拟在别口镇
花院村等地建设花椒种植基地。花椒的总种植
面积将在1万亩以上。将带动2000户以上农
户增收，增加当地固定就业岗位200个以上。

随着种植基地一期的建设，已带动312户农
户增收，年均增收6100元以上（包括：支付给农
户的土地租赁费总共约61万元/年，支付农民工
资每月平均约11万元），增加固定就业岗位50
个。

通过“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创
新发展模式带动村民致富增收的例子在潼南还
有很多，这不仅解决了企业人力问题，通过土地
出租、从事项目建设，还能帮助农民增收，一举
两得。

凸显区域特色 加快绿色发展

今年，潼南加大了生态修复力度，完成造林
绿化2.6万亩（其中新一轮退耕还林1万亩），重
点完成对双江长滩子、崇龛菜花节景区、大佛寺

景区等重要节点绿化，实施森林抚育1万亩、封
山育林1万亩。

新一轮的退耕还林为林业产业发展奠定了
有利基础，依托新一轮的退耕还林，潼南加快发展
林业产业步伐，鼓励业主投入林业产业发展，在双
江、别口、群力等镇新建花椒基地8000亩，在小
渡、卧佛、上和等镇新建中药材基地3000亩，在古
溪镇新建佛手基地1200亩、桃树基地1400亩。

接下来，潼南将继续按照“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的要求，及时调整林业产业结构，推
动林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培育林业特
色产业，打造林业产业品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对绿色产品的要求，达到富民增收的目的。

到2020年，力争建成以核桃、花椒为主的木
本油料和中药材等林业特色产业15万亩（其中
500亩以上的基地50个，基地面积达到11万亩），
引进和培育具有行业竞争力的林产品加工型企业
2个，林业总产值达30亿元。 赵童 唐楸 刘钦

优化产业格局 加快绿色发展

潼南：10万亩荒山变“银行”

村民在双江镇白云村花椒生态园采摘花椒。 摄/李代良

田家核桃大丰收 摄/李代良

朝鲜说朝韩关系缓和后才可能进行体育文化交流
➡朝鲜近日表示，只有在双方政治军事对抗状态缓和之后，朝鲜和韩

国才可能进行体育文化交流和人道主义合作。 （据新华社）

常熟“7·16”火灾为纵火案
➡16日4时左右，江苏常熟虞山镇漕泾2区74幢发生火灾，造成22死3

伤。经公安部门调查取证，这是一起纵火案，嫌疑人姜某某已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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