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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先烈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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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9月18日中午，丰
都县树人镇大石板村，伴着清脆的铃
声，一辆自行车在村委会门口缓缓停
下。骑车的中年人名叫付体国，是大
石板村驻村扶贫第一书记。

付体国刚到镇里递交了扶贫资料
回来。车还没停稳，他的手机响起，电
话那头传来贫困户隆成勇的声音：“付
书记，我的房产证还需要完善手续，你
能过来帮我看看吗？”原来，隆成勇下
个月就要到山西打工，办理房产证的
事拖不得了。

“快了，快了，我已经到村上了，马
上就过来！”付体国来不及喘口气，又
骑上自行车直奔隆成勇家。

“为贫困户排忧解难，把一件件小
事做到老百姓的心窝里。”付体国驻村
一年多，几乎天天“泡”在村里，虽然家
就在树人场镇，但他回家的时间并不
多。

因地制宜 补齐产业短板

驻村之前，付体国在树人镇教管
中心工作。2018年，丰都县教育系统
要选派干部驻村扶贫，年过五十的他
第一个报了名。“许多人不理解，认为
我是为了‘挣表现’、想‘升官’。”事实
上，回到农村一直是他多年的梦想，只
要能为村民办实事，他觉得再苦也值。

这年8月，他被选派到树人镇大
石板村担任第一书记。村里的情况让
他大跌眼镜——山多地少、土壤贫瘠，
村民们除了种植苞谷、洋芋、红苕“三
大坨”外，没什么特色产业，全村1131
户3584人中，建卡贫困户就有109户
376人。

缺乏主导产业是大石板村致贫的
主要原因。付体国找来村干部商议，
向大家征集脱贫点子，又深入村民家
中走访，了解贫困户真实想法，最终初
步厘清了思路：一方面要根据大石板
村的土壤、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见
效周期短、可持续增收的农业产业；另
一方面，必须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紧密
结合起来，通过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调
动村民积极性。

这一年，村里引入农业公司，建起
2000亩高标准柠檬产业基地，并借助
农村“三变”改革，采取“公司＋基地＋
农户”的模式，实现农户与公司抱团发
展。付体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柠檬
产业见效前，村民可获得每亩400元
的保底分红，三年后，柠檬树正式挂
果，每亩收益在8000元左右，村民以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若按20%进行
分红，每亩地至少能获得1600元的收
入，比种植“三大坨”划算得多。

依托柠檬产业，大石板村30余户
贫困户拥有了稳定收入，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

因户施策 激发脱贫动力

47岁的江福洪有两个孩子，都在
读书，自己身体不好无法外出务工。
去年，他将自家3亩土地入股农业公
司，又动员妻子到基地务工，每年仅务
工收入就有2万余元。而根据村里与
公司签订的扶持政策，在柠檬挂果前，
贫困户还可利用幼树间的空隙，间种
榨菜、黄豆等农作物，又是一笔收入。

“把产业做起来，让村民看到实实
在在的效益，贫困户脱贫的动力就更
足了。”在付体国看来，要让扶贫与扶
志紧密结合，更重要的还是因户施策。

熊玉平是远近闻名的“懒汉”，年
过四十仍单身。付体国记得第一次到
他家走访，明明提前约好了时间，却半
天不见人。原来，一大早，熊玉平就去

镇上喝酒，把扶贫走访的事忘得一干
二净。

付体国向熊玉平宣传扶贫政策，
动员他到村里的柠檬基地务工。他却
说：“我不去，基地‘套人’，还是自由自
在的好。”一连几次走访都没用，付体
国只得转变思路。在几次闲聊中，付
体国发现熊玉平和村支书毛先怀是邻
居，关系要好。付体国和毛先怀一合
计，有了对策。

熊玉平喜欢喝酒，可没钱，便爱去
毛先怀家蹭酒喝。此后，熊玉平再去
串门，毛先怀不但不给酒，还直言相
劝：“老熊，现在国家政策好，也该干点
正事了。柠檬基地离家近，家门口打
工就能挣钱，好多村民都是这样脱了
贫……”

几次下来，熊玉平也有些不好意
思。于是，他主动找到付体国，申请去
基地务工。有了固定收入，熊玉平很
快脱了贫。

下足功夫 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2018年底，大石板村未脱贫的贫
困户仅剩3户，却都是“硬骨头”。

隆成勇在家中排行老幺，40多岁
了仍未婚娶。几年前，父母去世，兄弟
分家，他就一个人住在祖辈们留下的
老房子里。老房子是一座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修建的土坯房，年久失修，墙面
上满是裂缝。几年前，隆成勇曾被村
里划为危房改造户，但他自己没有积
蓄，仅靠政府补贴的钱又建不起新房
子。付体国到他家走访，隆成勇抹着
眼泪说，自己最大心愿就是能住进新
房。

为了帮隆成勇实现心愿，付体国
三天两头往镇里跑，向上级部门反映
情况，又对照扶贫政策仔细研读，今年
初终于争取到3.5万元资金，让隆成勇
盖新房。可谁知，隆成勇在山东打工
时左手受了伤，盖房子的事只能交给
三哥隆成炳负责。付体国怕隆成炳一
个人忙不过来，便隔三差五到工地去
帮忙运河沙、倒水泥。3个月后，隆成
勇的新房终于盖好了。

“脱贫攻坚越往后走，剩下的越是
难啃的‘硬骨头’，作为第一书记，我感
觉肩上的担子更沉了。”付体国感慨
道。

丰都大石板村第一书记付体国：

把件件小事做到贫困户心窝里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同学们，你们想蜡烛不是能放光
明吗？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
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
光明，给人以温暖。”1926年在广州农
讲所和黄埔军校带病工作时，萧楚女
曾对学生这样说道。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
底，一直都是光明的。”9月16日，市委
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
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
萧楚女的人生观，他的一生，就像一支
永不熄灭的“红烛”，光明磊落地燃尽
自己，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促使省四师成为下川东
革命的摇篮

“萧楚女原名树烈，1891年出生
于湖北省汉阳县鹦鹉洲一个小商家
庭。”黎余介绍，萧楚女幼年即入私塾，
学习四书五经，青年时期，参加过辛亥

革命。五四运动后，萧楚女开始接受
马克思主义，常以“谁得到青年，谁就
得到胜利”为口头禅。萧楚女所到之
处，便以报纸和学校讲台为阵地，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积极从事青年运
动。

1923年，萧楚女应四川省立第四
师范学校（简称“省四师”，现重庆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院）校长刘明扬之聘，
来到位于万县亢家湾的省四师任教，
传播革命思想。

让萧楚女没想到的是，当他来到
省四师后，却发现这所下川东的最高
学府，实行的却是封建奴化教育，在

“读书救国”的口号下，要学生两耳不
闻窗外事，整天埋进故纸堆。

“这和当时省四师的老师有
关。”万州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熊世
忠说，当时省四师担任国文教师的是
前清拔贡程鸿藻和北京大学高材生李

曼成，采用的教材是《明儒教案》等经
史子集，整个学校显得死气沉沉。

这样的状况自然难不倒萧楚女。
据熊世忠介绍，萧楚女先废弃了统一
的国文课本，自编讲义，反对八股，把
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作为自己的教
材，还经常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时局，
潜移默化地让学生接受革命思想。“特
别是在讲述《狂人日记》的时候，他通
过对《狂人日记》的人物分析，使学生
认识到，鲁迅这篇小说深刻揭露了中
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以及封建礼教
的吃人本质。”

“萧楚女不仅在课本上下功夫，在
课堂之外，他也是煞费苦心。六角亭
就是他主要的活动场所。”在今天的重
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内，六角亭
伫立在两栋教学楼之间。熊世忠介
绍，虽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这座小
亭依然基本保留了当初的模样——青

砖白瓦之间写着“六角亭”三个字。
萧楚女在省四师期间组织学生成

立读书会，推荐他们学习李大钊、郭沫
若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向导》周报上的文章，引导大家学习
革命理论。

在萧楚女的不断努力下，省四师
的革命氛围越来越浓厚。1923年夏
天，吴毅、郑叔伦等人在萧楚女的介绍
下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下
川东地区的革命火种就此点燃。

撰写百万字文章传播
马克思主义

萧楚女在万县的革命活动，引起
了反动派的恐慌，他们以萧楚女行为
过激为由，勒令他离开万县。面对反
动势力的迫害，1923年6月，萧楚女从
万县来到重庆，担任四川省立第二女
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同时兼任《新蜀

报》主笔。
创办于1921年的《新蜀报》是当

时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
一。重庆的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正是通
过《新蜀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
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加入《新蜀报》的萧楚女，开始系
统地向广大青年介绍革命的思想和马
克思主义，无情地抨击时弊，解答青年
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撰写了如《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等文章。

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斗争锋
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并积极
反映工农和市民生活的疾苦，文章不
仅受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追捧，
不少市民也喜欢阅读，在群众中有很
大影响，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
得不赞叹萧楚女的文章“字夹风雷，声
成金石”。

1924年11月19日，重庆发生日
本商船“德阳丸”残杀海关人员事件，
激起重庆人民极大愤慨。萧楚女分
别以“匪石”“寸铁”为笔名，在《新蜀
报》上发表短评：“中国外交失败，一半
固然是由于国弱，一半必是由于当事
官吏甘心媚外。这一层，我们每个读
者——每个爱国的国民，都请牢牢防
着！”

11月27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团地
委”）发起的国民大会在夫子池召开。
近10点时，萧楚女赶到会场，散发他
连夜赶写赶印的号外《新蜀报对“德阳
丸”案听见的疑点》，对官方的两件通
函提出了16点质疑，让迷雾一扫而
光。

萧楚女在《新蜀报》期间，充分利
用这一阵地，撰写100多万字反帝反
封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33年的“新蜀报四千号”发行纪念
册，称萧楚女为《新蜀报》“第一大功
臣”。

奉命来渝调整重庆团地委
领导班子

在三峡博物馆城市之路展厅内，
有一张合影特别引人注目——一位英
气勃勃的男子站在中间，旁边站满了

学生。
“照片中间的这名男子，就是曾被

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
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著名革
命家萧楚女。”黎余介绍，这张照片不
仅见证了萧楚女在重庆的革命活动，
也与当时他奉团中央的命令来渝整顿
重庆团地委有关。

事情的起因与当时重庆团地委的
领导人唐伯焜等人有关。作为重庆团
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初期实际负责
人，唐伯焜组织能力较弱，经常不参加
会议和活动，同时他自恃创团有功，将
重庆团组织视为私有。在这样的情况
下，重庆团地委组织涣散，战斗力不
强。

面对重庆团地委的这种状况，许
多同志力求加以改变。为此，恽代英、
童庸生、张霁帆等都曾向团中央报告，
请求能多给予具体指导，或派员驻川
加强领导。1924年9月1日，团中央
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正式委
任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授予他“调阅
文件、教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

在萧楚女接手整团任务之初，重
庆团地委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唐伯焜
的鼓动下，对萧楚女不信任，甚至进行
攻击。

萧楚女静下心来，仔细调查。在
实际斗争过程中，萧楚女认识到重庆
的绝大多数团员青年，都是忠于革命
事业的有为青年。于是，他决定不计
前嫌，同时调整思路，团结多数，对
重庆团地委领导班子进行必要的调
整。

1925年1月，在萧楚女的指导下，
重庆团地委进行改选。杨闇公当选为
书记，童庸生当选为宣传干事，罗世文
则主要负责学生工作。“‘一月改选’是
重庆整团结束的标志。”黎余说，由杨
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组成的领导核心
也让重庆团地委的工作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

1927年4月，萧楚女在广州反革
命大屠杀中被逮捕。临刑前，萧楚女
高唱《国际歌》走上刑场。行刑官说：

“你这根蜡烛快要熄灭了，在这生死一
瞬间，你愿意改悔吗？”萧楚女高声说：

“你们杀吧！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怕
死的，共产主义运动是镇压不了的。
总有一天，人民会审判你们这班狗豺
狼！”

“不畏艰难险阻、甘于奉献、勇于
创新，萧楚女的‘红烛’人生既照亮了
自己，也温暖了他人，是当代党员学习
的楷模。”黎余说。

萧楚女在重庆的“红烛”人生
本报记者 王丽

■他以“楚女”为
笔名发表文章，以手中
的笔为武器，宣传马列
主义和救国救民真理，
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罪行。

■ 1922 年 9 月到
1925年5月，他播革命
火种于巴山蜀水之间，
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
四川和重庆的传播与
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
组织的创建，作出了积
极贡献。

■他，就是中国共
产党早期理论家、教
育家和无产阶级革命
家——萧楚女。

1925年春重庆团地委部分负责人合影，第2排左起第2位为萧楚女。 （图片由王丽翻拍）

付体国（右）到贫困户家中走访。 记者 左黎韵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
灯 通讯员 张毅 王新友）记者
近日从云阳县有关部门获悉，该县
注重森林资源保护，对破坏森林资
源的行为“零容忍”，适时开展林地
征占用、竹木加工企业清理整治和
野生动物保护等系列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查处各类涉林违法犯罪行
为，2018年共查处各类涉林案件
48件，查处率达100%。

云阳县始终坚持“四防”共抓，
坚决看好山护好林。一是防侵占，
严格落实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目
标责任制，健全组织领导、责任落
实、考核奖惩“三大体系”，加强林
地征占用、林木采伐、自然保护地
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形成政府推
动、部门联动、乡镇主动的“三位一
体”工作格局，坚决守好林地、森
林、湿地“三条红线”。二是防火
灾，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全
面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日常巡护、
火源管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连
续三年实现森林火灾“零目标”。
三是防病虫，采取山场疫木除治、
山下疫木清理、飞机施药、集中诱
捕等综合防控手段，坚决遏制松材
线虫病传播蔓延，实现了控住、压
缩的目标，2018年病死松树同比
减少7.4%。四是防破坏，对破坏森
林资源的行为“零容忍”，严厉打击
查处各类涉林违法犯罪行为，2018
年共查处各类涉林案件48件，查处
率达100%。

近年来，云阳县不断夯实绿色
本底，筑牢绿色屏障，激活绿色经
济，奋力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新篇章。截至目前，云阳全县森林
面积达290万亩，森林活立木蓄积
1620 万 立 方 米 ，森 林 覆 盖 率
53.5%，建成延绵670余平方公里
的绿色生态屏障，长江两岸森林覆
盖率73%，呈现出“一江碧水、两岸
青山”壮丽美景。

云阳县精心编制国土绿化提
升行动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1319 平方公里，建立 3个自然保
护区、3个市级森林公园，受保护
地区总面积占全县幅员面积的
34.4%。

不仅如此，云阳县始终坚持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以“三
个转变”促进林业产业提质增
效。结合林产品供给需求和群众
意愿，修订完善林业产业发展规
划，由发展油桐、桉树等工业原料
林为主转变为发展柑橘、核桃等经
果林为主，着力培育柑橘主导产
业，核桃、花椒两大支柱产业和中
药材、黑木耳、辣木、香榧等特色产
业，形成了“一主两支多辅”的产业
发展格局。依托新一轮退耕还林、
天保荒山造林、长江防护林三期等
林业项目，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
模式，推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全
方位盘活山水林田湖草资源，大
力发展效益好、见效快、可持续的
生态产业。

据介绍，该县已发展柑橘30万
亩，建成核桃基地10万亩、花椒基
地 3 万亩，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
山。严把种苗质量关、栽植关，与重
庆市林科院签订技术协作协议，对
经济苗木栽植、修枝、施肥、治虫等
全过程进行现场技术培训和指导。
举办经济苗木栽培管理技术培训5
期，培训农民技术员3000余人次，
保证成活率和产出率，促进增绿与
增收“双赢”，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
的有机统一。

“四防”共抓看好山护好林
云阳严查破坏森林资源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