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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校毕业就业季⑤

7月5日下午，合川区三庙镇凤山
村无花果基地，驻村第一书记颜艳正带
领十多个村民拔草。尽管酷暑难耐，但
一群人有说有笑地忙碌着，气氛十分融
洽。

招呼大家休息时，颜艳取下草帽，
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眼下正是杂草疯
长时节，大家一定不能打除草剂，必须
严格按照有机产品标准进行管理！只
有保证了无花果的品质，我们才能卖出
好价钱！”

“你一个城里妹儿，跑来跟我们干
农活，晒得一身黢黑，值吗？”村民蔡学
志哈哈大笑，“你说不打农药我们就不
打农药，总之，你帮我们村发展起这么
多的产业，你说啥子我们都听你的！”

与村民一道埋头拔草的颜艳今年
40岁，是合川区水利局派出的驻村干
部，去年刚到村里上任时，她可吃了不
少“闭门羹”。短短一年时间，她怎么就
赢得了村民信任与支持？这其中有些
什么窍门？

如何接地气——
“我要把自己当农民，才

能与村民打成一片”

凤山村距合川城区53公里，幅员
面积10.4 平方公里，有12个社 1118
户 3658人。因多山地，土壤质地差，
保水保肥能力弱，十年九旱，属市级贫
困村。

去年8月6日，颜艳第一天来到凤
山村入户走访就遭遇“闭门羹”——看
着眼前这个长相俊俏、打扮时髦的城里
姑娘，一上门竟信誓旦旦地说要改变村
里落后面貌，大家纷纷向她投去质疑的
目光，没说几句话就下了逐客令。

“我要把自己当农民，才能与村民
打成一片。”颜艳驻村一周后回到城里，
就干了两件让家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一
是剪掉了留了十多年的波浪长发，换成
了一头利落的齐耳短发；二是把化妆
品、连衣裙、高跟鞋全部收起来，将草
帽、筒靴和雨衣塞进了行李箱。

再次敲响村民家门时，一头短发、
手提草帽、脚踩筒靴的颜艳，让村民大
吃一惊：除了皮肤白皙之外，第一书记
的这个装扮，俨然一个普通农妇。颜艳
赶紧趁热打铁，一有时间就经常找人打
趣聊天，和留守老人一起干农活，还向
一位大姐学会了骑摩托车……

“我下乡的次数多了，皮肤晒黑了
几个色号，终于和大家打成一片了。”颜
艳说，消除了距离感后，村民们渐渐对
她敞开了心扉：村里产业为何发展不起
来？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是什么？村民
急需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仅仅花了1个月时间，颜艳就掌握

了全村110户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摸清
了村里“两不愁三保障”落实情况。

熬了几个通宵，颜艳将入户收集的
问题一一分类整理出来，并决定把急需
解决的住房问题作为突破口，打响驻村
服务群众的“第一枪”。

怎样聚人气——
“想要真正获得民心，首要

解决村民吃穿住行！”

颜艳第一次来到因病致贫的单身
汉王远富家时，被眼前的这栋土房惊呆
了：房梁破旧不已、墙壁四处开裂、屋内
凌乱不堪，似乎一阵大风就能把房子吹
倒。再看屋前的坝子，杂草丛生，鸡屎
满地，让人无处下脚。

听颜艳嘀咕着“这房子啷个住人
呦”，王远富赶紧向她倒出一肚子苦水：

“你看我这身体有病，不能出去赚钱，房
子又是这个样子，怎么办？你们干部不
能只来看一看，要帮我解决问题啊！”

颜艳来之前就对王远富有所了解，
决定以建房来激发他的内生动力：“王
大哥，你的房子被评为了D级危房，政
府可以加紧为你建一栋房子。不过，你
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我看你正常
行动没问题，能不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比如搞好家里卫生、种点时令蔬菜
等？”

王远富的脸顿时红了，当即拍起胸
脯答应：“只要能住上新房子，我一定把
家里搞得干干净净，换一种活法。”

颜艳没有食言，仅仅用了两个月时
间，就通过争取政策补助和爱心捐款筹
齐资金，安排人员在公路边上选好地
址，为王远富建好一栋一室一厅、套内
约25平方米的房子。王远富也没食
言，搬进新家后突然变勤快了，不仅将
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连房前屋后种
的蔬菜地，也被他打整得像模像样。

自去年8月以来，颜艳已帮22户
村民新建或改建了房子，目前还有10
户正在筹建之中。预计再过两三个月，
全村32户危房将全部改造完毕。

颜艳的“第一枪”打响了，村干部赞
许她“有魄力、能干事”。她也趁热打
铁，向区水利局等单位争取资金887万
元，新建了7.9公里公路、10.9公里便
道、10口山坪塘，帮助93户村民将旱
厕改为水厕，争取凤山通上天然气，并
在村里开展了“庭院卫生大评比”等活
动。

渐渐地，凤山村的面貌发生了改
变，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跟着颜艳一起
干，彻底摆脱凤山村的落后面貌。

怎么有底气——
“只有跳出凤山抓凤山，

才能引来企业发展产业”

“俗话说，安居乐业。村里的一些
基础问题解决了，村民发展产业的信
心，自然就足了！”颜艳说，她将驻村“第
二枪”瞄准了引进企业发展特色产业
上。可是，对于一个位置偏远、基础薄
弱的贫困村来说，引来企业投资兴业谈
何容易。

她认为，如果仅仅盯着凤山村的传
统产业，势必难以吸引外来投资，必须
跳出凤山抓凤山，才能吸引企业发展产
业。

这一次，她将目光投向了市里正
试点开展的“三变”改革：通过引进企
业注资和争取上级资金的方式，筹集
300万元成立村级专业合作社，并向
一家龙头企业抛去了橄榄枝，希望该
公司与凤山村及合作社三方一起探索

“三变”改革。
这家名叫瑞高农业的公司不久就

来村里签订了发展无花果产业的协议，
并形成了“公司+农户（贫困户）+集体

经济”的利益联结机制。目前，1300亩
无花果已栽种下去，一个无花果加工厂
也顺利建成。

“无花果是个好产业，全身都是宝，
当年种当年就有收成，三年就能丰产。”
凤山村村支书杨菊容说，目前，一期
400亩无花果开始盛产，预计年亩产量
达1000斤、产值200万元。按照利益
联结机制，村里的110户贫困户将获得
分红5.5万元。

今年65岁的秦德生是名建卡贫困
户，他的妻子因病常年瘫痪在床，老两
口的生活全靠家中几亩薄地。“真是没
想到，我一辈子没出远门打过工，如今
却能在家门口的基地打长工。”秦德生
对帮他找到这份工作的颜艳十分感激，

“土地入股、分红、务工，我一年收入能
有2万元左右收入。”

后来，颜艳又想方设法引进了几位
业主，在村里发展了200亩花椒、200
亩凤山水稻、100亩西瓜，帮助200多
个村民就近就业。去年，200余名村民
的务工收入就达55万元。

不仅如此，颜艳还想了两招来壮大
凤山村的集体经济，打造脱贫攻坚的有
力“引擎”。

第一招是组建了领航农机专业合
作社，撬动社会资本带领贫困户增收，
去年10月以来挖掘机和旋耕机的收入
就达5万元。

第二招是启动凤山100千伏/安
的光伏项目并网运行，去年 6 月以
来，共发电 61000 度，为村集体增收
2.5 万元。若全部补贴政策落地，这
一项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组织
创收5万元。

“只有产业发展壮大了，我们驻村
才有底气！”颜艳说，她的驻村时间为两
年，如今时间过半，还有很多事情未完
成，还要想很多办法去克服困难，“总之
一句话，凤山村不脱贫，我就不收兵。”

与村民打成一片 实实在在为民解难 千方百计发展产业

第一书记颜艳的三个驻村窍门
本报记者 汤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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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退休职工邹天
芬同志，1953年1月3日出生，于2019
年7月11日去世，享年67岁。

邹天芬同志 1972 年参加工作；
1980 年调入重庆日报印务工作，于
2003年 4月退休。定于2019年 7月
13日晨在长滨路殡仪馆出殡。

家属泣告

讣 告

目前正值高考招生季和大学生就
业季，今年大学生就业有什么新变化？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今年重庆市60余所高校共有毕业生
22万余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等领域的岗位是就业
热点；不少毕业生选择投身乡村振兴或
服务西部；专科毕业生由于所学专业紧
密服务实践，就业率比较高。

新兴行业和对外开放领域
就业形势不错

来自山西临汾、今年从重庆大学大
数据软件学院硕士毕业的王皓宇，目前
正在西安参加岗前培训。王皓宇在毕
业前拿到几份录用通知书，考虑再三，
他选择了落户渝北两江数字产业园的
重庆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软件
开发工作。

“我在重庆读了7年书，很喜欢重
庆，这里很有发展潜力。”王皓宇说，重
庆这边的分公司除了有像自己这种外
地人留渝就业外，还有重庆在外地读书
如来自电子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
高校的毕业生，回到重庆工作。

以通信技术为办学特色的重庆邮
电大学今年本科毕业生共4587人，其
中在大数据智能化行业就业的约有
50%。该校招生就业处负责人介绍，毕
业生大多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
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就业，从事研
发或技术工作。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
下，四川外国语大学今年毕业生的就

业情况也不错。“法语、阿拉伯语等很
多专业的毕业生，去了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央
企，或服务渝新欧物流的商贸公司；还
有的毕业生进入重庆引进的大型外资
企业。”该校招生就业处负责人介绍，
今年部分学院来招聘的企业大约比往
年多了 1/3，学校也引导学生做“外
语+”（即外语+辅修第二专业）的复合
型人才，因此不少毕业生会被企业外
派到国外去从事金融、人力资源管理
等工作。

“传帮带”方式下，毕业生
积极投身乡村建设

今年毕业于重庆科技学院石油工

程专业的陈兴作，目前正与2018年毕
业于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的
桂圆，一起在山东曲阜的鲁源新村从事
乡村建设工作。

陈兴作在大一时就参加了学校的
支农社团，并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
中心”组织的乡村调研活动，“活动从全
国高校的支农社团里一共挑选了50多
个人，先进行7天的理论培训，再分成
五六个队到山西、宁夏等地的乡村进行
调研活动。”

正是这些经历，让陈兴作觉得今后
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如今，他和桂圆在鲁源新村开展社
区工作。“我和桂圆学姐是在学长的带
领下加入这支队伍的，我们希望有更多
大学生用自己所学进行乡村建设。”陈

兴作说。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毕

业生田雪琴，将在7月中旬和重庆高校
30余名毕业生前往西藏，做“西部计划
志愿者”。今年4月，“西部计划志愿
者”宣讲团到西政宣讲。“学姐学长们分
享了他们在基层的工作，特别是有一位
学姐讲她在当地支教和孩子们之间的
故事，非常感动。”这让田雪琴坚定了去
西部基层奉献自己力量的决心。

记者了解到，今年，西南大学、西南
政法大学、重庆理工大学等高校选择去
西部、基层就业的毕业生比往年都有增
加。

专科部分专业近3年初次
就业率达90%

杨远东是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贵阳订单班”首届毕业生。今年 4
月，他就和该订单班的87名同学前往
贵阳轨道1号线的15个站点进行实
习。

站务、检修、驾驶……由于贵阳目
前正在建6条地铁线，人才需求量比较
大，因此杨远东和同学们的工作非常
忙。

“随着国家交通强国的推进，轨道、
铁道等交通行业企业人才的需求量逐
年上升。”学院辅导员谢玉琴介绍，今年
学院共有毕业生2300多名，比去年大
约增加了20%，目前有95%以上的毕
业生都已就业。

交通运输、财经、土建、电子信息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职专科院校
紧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毕业生就业
情况不错。“近3年来，我市高校专科
毕业生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市大学
中专就业服务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高校开设的专科专业涵括18
个专业大类，从2016年至2018年近3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交通运输、资源开
发与测绘、财经、医药卫生和艺术设计
传媒专业等大类的初次就业率均在
90%以上。

今年重庆高校共有毕业生22万余人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成就业热点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左黎
韵 实习生 吴志杰）7月11日，“巫
山脆李 李行天下”产业扶贫全网营销
活动启动仪式举行。现场，巫山县农业
农村委与7家知名经销商签订全网营
销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共同促进巫山脆李产业持续发
展，助力贫困群众依靠脆李实现稳定脱
贫。

巫山脆李的种植始于唐宋年间，被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中华名果”称
号。近年来，巫山县强化产业扶贫，以
巫山脆李作为推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的重要抓手，打造了万亩示范园、千亩
示范片和百亩精品园，脆李种植规模达
到 23.5 万亩，覆盖 22 个乡镇 135 个
村。这些巫山脆李全部进入丰产期后，
可年产脆李30万吨，实现产值30亿元
以上。今年巫山脆李产量将达10万

吨。2018年，巫山脆李销售额达8.1亿
元，其中，电商交易超过2亿元。巫山
脆李已经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金
果果”。

此次“巫山脆李 李行天下”产业
扶贫全网营销活动由市委网信办、市农
业农村委、巫山县人民政府发起。启动
仪式上，巫山县农业农村委与重庆盒马
鲜生、新世纪商超、顺丰物流、巴味渝
珍、诚信干果、中国邮政、中国石油7家
知名经销商签订了“巫山脆李”产业扶
贫全网营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运用市
场机制，助力巫山脆李上架上网、卖向
全国。

市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我市将把巫山周边同样拥有自然禀赋
的6个区县集合起来，发展标准化、规模
化的“巫山脆李”扶贫产业，力争到2025
年种植脆李85万亩，年产100万吨。

巫山脆李产业扶贫全网营销活动启动
牵手7家经销商助力产品上架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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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姚艺）7月11日，据市气象台预计，从
11日夜间起，我市迎来强降雨，大部地
区的最高温度不会超过28℃，最低温
度仅18℃。

据市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一直到
周日白天，都不会太热，大部地区最高
温度不超32℃。

特别提醒的是，未来24小时，南
川、永川、綦江、江津、万盛、彭水、酉
阳、黔江、武隆等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等级较高，提请各地相关部门注意防
范。

具体来看，11日夜间到 12日白

天，各地中雨到大雨，偏南部分地区暴
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0～28℃，城口
及东南部18～25℃。主城区：大雨转
阵雨，气温22～27℃。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偏东地区
阵雨转阴天，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大
部分地区气温20～32℃，城口及东南
部18～29℃。主城区：阴天间多云，气
温23～31℃。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东南部及
中西部偏南地区阴天有阵雨，其余地区
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21～32℃，城
口及东南部19～30℃。主城区：阴天，
气温24～30℃。

强降雨来临 重庆最低气温将降至18℃

娄山关，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但又
有些陌生的名字。

它，距遵义城区约50公里，是连接
重庆和贵州交通要道的重要关口，自古
为兵家必争之地；

它，因红军长征在这里打响两次战
斗而彪炳史册、蜚声中外，成为人们向
往的革命圣地；

它，也因关上千峰万仞、重峦叠峰、
峭壁绝立、地势险要，而代指“难以攻克
的艰难险阻”。

为什么红军会在如此易守难攻，素
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的娄山关
两次与敌军激战？现在娄山关又是什
么模样？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从遵义城
区出发，沿G210公路直奔娄山关。

进入娄山关古镇，公路旁旅店、客
栈鳞次栉比，这里已经被打造成了红色
小镇，每年前来参观的人将近30万。

再行车10分钟，就到了娄山关红
军战斗遗址陈列馆，来访者在这里重温
历史。

1935年1月7日红军长征途中占
领遵义。次日，朱德命令红军部队“向
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
人”。1月9日红军从关南发起总攻，迅
猛杀上娄山关。这场胜利为具有“伟大
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
利条件。

娄山关的第二次战斗发生在1935
年2月。二渡赤水后，红军回师攻占桐
梓，夺取娄山关，二占遵义城，击溃和歼
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红军长征史》
记载，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
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
的一次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
全军的士气，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
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

在红军占领娄山关后，毛泽东即兴
填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

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
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
如海，残阳如血。”

但实际上，数十万敌军仍然尾随其
后。前方还有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
地等在等着红军。

后来毛泽东在这首词的自注中写
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
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从陈列馆出来，在愈大的风雨中，
继续前行就来到娄山关山脚，从这里步
行上山。

如今的娄山关，两侧依然悬崖陡
峭、峻岭横空，顶峰处依稀可见布有弹
痕的战壕和掩体，它们已被当地政府纳
入战役遗址的保护范围。穿行于险峰
夹峙间的关隘古道已被拓宽并平铺上
坚硬的柏油，往返车辆不停从刻有《忆
秦娥·娄山关》的石壁前经过。

重读这段笔走龙蛇、豪迈奔放的文
字，中国革命转折时的悲壮与欣喜，迎
着雨雾滚滚而来，使84年后的访问者
感到时不我待。

曾经的阵地上矗立着一座红军纪
念碑，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刻着张爱
萍将军的手书“遵义战役牺牲的红军烈
士永垂不朽”。一所当地干部学校的学
员们穿着红军军服，手举“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横幅，正在合影。

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的红三军团
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孔权后来改名为
孔宪权，当了遵义纪念馆的首任馆长，
年复一年向来这里的人讲述娄山关和
遵义的故事。后来他的孙女也当过讲
解员。

81岁的肖开基老人住在娄山关
脚下，也是一位义务讲解员。他说，他
的哥哥肖开模曾经帮红军带过路，“哥
哥头上戴着柳条帽，以躲避敌机轰
炸。”

肖开基退休前是娄山关景区的卫
生管理员，特别喜欢听老红军讲长征故
事，退休后，他依然风雨无阻向来娄山
关的人们讲述那段历史。

“长征很不容易，我要把这里的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让他们好好珍惜现
在。”肖开基说。

（新华社贵阳7月11日电）

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探访娄山关

新华社记者 张瑞杰 李惊亚 马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