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蜜蜂成为李大伟的增收方式之一。 记者 左黎韵 摄

9月19日，秀山县隘口镇电商服务站，
何江华和他的创业团队在办公室里不停敲打
着电脑键盘，进行后台维护。一个月前他们
打造的电商扶贫平台——“山水隘口”正式上
线，为当地农特产品打通了线上销售渠道。

“上线1个月，平台成交额就达20万元，平均
每天可完成100余项订单。”何江华自豪地
说。

市商务委扶贫集团是“山水隘口”背后的
扶持者，何江华给出的成绩单让他们非常满
意。“给特色农产品插上‘互联网翅膀’是我们
推动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市商务委扶贫集
团驻隘口镇工作队队长曾诚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这两年通过扶持农村青年电商创业，隘口
镇一大批农特产品成功触网。截至目前，全
镇共建成网店121家，实现年销售收入1000
多万元。

山高坡陡
产业发展受阻

隘口镇地处武陵山区，距离秀山县城25
公里，是我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2017年8月，当曾诚带着驻乡扶贫工作队第
一次来到隘口时，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依旧
被眼前贫困的面貌惊呆了：这个地处“三沟两
叉一坝子”的贫困乡镇自然条件恶劣，境内海
拔从300米到1800多米，是典型的山区乡
镇。当时，全镇723户 3244名建卡贫困户
中，尚未脱贫的贫困户还有74户353人，贫
困发生率为1.43%。

如何发展产业带动脱贫，是摆在工作队
面前的首要难题。他们利用商务委扶贫集
团的资源优势，与永辉超市签订收购协议，
在4个贫困村发展起南瓜产业。本以为“订
单在手 销售不愁”，但现实却给了他们当
头一棒。

2018年早春，南瓜陆续成熟，却遇上蔬
菜行情持续低迷，超市要赚钱，只得压价收
购。“他们打算将之前协商的收购价压低一
半，按照每斤4角的价格回收南瓜。不用说，
老百姓肯定不买账。”曾诚说。

工作队与超市负责人、村民代表三方反
复协商，最终达成协议，以每斤6角的价格回
收南瓜。工作队算了一笔账，南瓜亩产3000
斤，按此收购价，除去成本，一亩地也能挣上
1000元。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可没想到，当
超市采购员开着皮卡车，到田间地头收购时，
情况又不一样了。早在一个月前，村里就开
了培训会，指导村民采摘南瓜，可一些村民上
课不专心，导致摘下的南瓜卖相不佳，甚至有

些南瓜因采摘时受到损伤，已开始腐烂。采
购员拒绝收购不合标准的南瓜，村民又觉得
超市不讲信用，双方争执不下。所幸工作队
从中调解，一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这样折腾了大半个月，南瓜总算卖完
了，但工作队一合计，4个发展南瓜产业的
贫困村——1个盈利、1个亏损、2个持平，扶
贫效果差强人意。

找准痛点
扶贫产业创出“新路子”

发展南瓜产业失败之后一个月里，工作
队反复召开研讨会，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寻求
产业发展突破口，最终得出结论：像隘口镇这
样的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产业既要因地制宜，
又要寻求差异化，这样才不会被市场“牵着鼻
子走”；其次，要拓宽销售渠道，农超对接、农
商对接对农产品的种植规模、种植标准要求
较高，例如村里一些产量不高的小众农特产
品就无法通过这两种模式进行销售，要解决
它们的销售难题，就亟待开辟新渠道。

工作队决定沉下心来，一手抓产业，一手
搞电商，为扶贫产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秧青米是隘口当地一种老品种大米，因
蒸熟后散发着蔬菜的清香而得名。村民种植
秧青米时，不施化肥、农药，只以秸秆、杂草作
肥，其产量只有普通大米的一半。过去，秧青
米多为村民自家食用，并未产生经济效益。
在多次走访后，工作队看好秧青米的潜力，决
定将其作为特色产业大力发展。2018年春
季，工作队引入农业公司，在当地岑龙村首先
发展起500亩秧青米。

同时，他们帮隘口镇组建起电商服务站，
引导政府出台政策吸引青壮年返乡，为电商
发展凝聚力量。

29岁的何江华正是看好隘口镇的电商
发展前景，才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来到
这里。通过政府举办的培训班，他成为一名
电商达人，借助淘宝、拼多多等平台，将村里
的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去年9月，岑龙村
500亩秧青米喜获丰收，何江华把秧青米放
上自己的网店，还特意拍摄了村民收割稻谷
的图片，并做了详细的图文、视频介绍。虽然
每斤秧青米的售价在20元左右，并不便宜，
但下单的买家不少，甚至还有一些外省市的
买家。

听说曾经无人问津的秧青米卖到了20

元一斤，村民们纷纷向农业公司购买种子。
“今年，我们村又新增了300亩秧青米，其中
种植秧青米的贫困户就有20余户。若按照
去年的行情，借助电商销售，可帮助贫困户户
均增收近3000元。”村支书张著华告诉记者。

成功触网
各种土货不愁卖

岑龙村的秧青米发展得如火如荼，扶贫
工作队长长舒了一口气。而随着电商的到
来，当地农家自产的土鸡蛋、蜂蜜、土黄豆等
土货也拓宽了销售渠道。

李大伟是太阳山村的贫困户，以前住在
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由于交通不便，他
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脱贫路子。2018年，在
政府的帮助下，他从山上搬了下来，新盖的房
子就在公路边，每年夏季，成群的游客来村里
避暑，他借此办起了农家乐，生活日益改善。

避暑游季节性强，天气转凉，农家乐就只
得关门歇业，李大伟有些无奈。直到去年9
月，李大伟碰上到村里收购土货的何江华，并
向他极力推荐了自己的土蜂蜜。当场，何江
华就以每斤100元的价格将他家的20多斤
土蜂蜜全部收购了。何江华没有想到，自己
没花任何运输成本，就卖出了蜂蜜，还挣了
2000多元。此后，他又定期给何江华打电
话，约他上门收购土鸡、土鸡蛋等农特产品。

“通过传统的农家乐等销售渠道，卖只土鸡最
多挣100元，而通过电商渠道，利润还要高出
几十块。”李大伟掰着手指算账，眼睛笑成了
一条线。

在隘口镇，虽然越来越多的村民尝试触
网，但工作队员们心中还是有个疙瘩。“截至
目前，全镇共建成网店121家，从事电商销售
的年轻人有20余名。但这些网店彼此独立，
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这为我们后期品牌建
设和推广等带来不便。”曾诚坦言。

今年初，扶贫工作队争取到相关资金，打
造了“山水隘口”电商扶贫平台，并在当地组
建了创业团队，负责平台的后期维护和产品
推广。团队负责人何江华告诉记者，这一平
台将隘口镇的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顾客扫
描二维码，登录平台后，即可购买隘口镇的各
类农特产品，这其中既有秧青米等规模化生
产的农产品，也有土鸡蛋、蜂蜜、土黄豆等农
家自产的土货，每个商品都贴上了“山水隘
口”的标签，让顾客更放心。

下一步，扶贫工作队还将在隘口镇打造
电商扶贫产业园，吸引电子商务公司、农产品
加工企业等入驻，助力隘口镇加速形成农产
品“产研加销”一体化上行产业链。

秀山隘口镇农特产品触网 年销售千多万元
本报记者 左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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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天元乡残疾人杨官
美是当地的养蜂人，在她家旁
的坡地上，几十个蜂箱很是显
眼。最近两个月，杨官美的蜂
蜜几乎供不应求。原来，重庆
城投集团全资子公司重庆城投
路桥管理有限公司（后称城投
路桥）向她购买了500斤蜂蜜，
使得销售额突破5万元，收入
近 2万元。“搭上国企的顺风
车，我家的蜂蜜不愁销路了。”
杨官美心里很踏实。

作为我市18家全国文明
单位之一，城投路桥精准扶贫
帮扶巫溪县天元乡天元村、通
城镇长桂村、綦江区中坝村，今
年以来，该公司创新性提出“产
业扶贫+全员扶贫”，解决了贫
困乡村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
里”难题。

城投路桥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李政介绍，他们在天元乡
进行扶贫调研发现：“天元乡的
土豆、蜂蜜，中坝村的土猪、鸡
鸭、大米、辣椒和玉米质量都属
上乘，但市场和产品流通问题
却始终无法解决。”为了让贫困
户能有稳定的收入，当地政府
与帮扶单位一起，以各村贫困
户合作社为主，因地制宜开展
产业扶贫，但由于当地交通闭
塞、山高路陡，实际销售情况并
不理想。

结合国企优势，城投路桥
找到的解决办法是“产业扶
贫+全员扶贫”。公司成立了
一支专门的扶贫工作队伍，深
入实地开展扶贫工作调研10
次，派出40余人次，入户详细
了解贫困户情况，建立了家庭
情况、致贫原因、产业发展等扶贫基础台账，初步形
成了一套扶贫工作机制。

产业扶贫的目的是解决扶贫产品产业结构的问
题，提高供给质量，扩大供给规模。今年7月，由城投
路桥援建的綦江中坝村扶贫生态养殖基地揭牌，200
亩基地每年可产出5000余只鸡鸭，直接为11户贫困
户每年增加2万元的纯收入。

全员扶贫，则能创造一个扶贫产品的巨大潜在市
场。城投路桥对贫困乡村农产品进行集中订单式采购
和配发，动员全司、全城投系统，并尽可能向全社会传
递信息，迸发市场叠加效应。李政介绍，公司500名员
工背后将产生3000个家庭的购买力，其次，公司年均
食堂食材采购额约300万元，保守估计有一半支出可
以通过集中采购购买贫困乡村农产品。

目前，城投路桥已建立全员扶贫工作专项微信
公众号，集中销售贫困乡村特色农产品。他们还与
重庆网上村庄公司合作，由其提供品控、运输等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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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先烈的足迹

■他是我国早期革
命活动家，曾任中共四川
省委委员、常委，宣传科
主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
记、四川省委书记等，中
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

■他有着坚定的革
命信仰，在遗书中对自己
短暂的一生这样总结：

“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
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

■他牺牲时年仅35
岁，死前不仅表达了自己
舍生取义的决心，还表达
了自己捐献遗体对人类
作最后贡献的愿望。

1930年5月8日，重庆城内巴县衙
门前的院坝里响起一阵枪声，3名共产
党人高呼着口号应声倒地，被军阀刘湘
下令枪杀。其中一人，就是中共中央候
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成立四川工农红军第一
路总指挥部，曾任中共四川
省委书记

“刘愿庵生于1895年，原名孝友，
字坚予，陕西咸阳天阁村(今属咸阳市
秦都区）人。”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
长周勇介绍，1908年刘愿庵随父亲到
江西，在南昌大同中学堂读书。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弃学奔赴南京，
参加学生军，声讨袁世凯，后一度在川
军任职。

1923年，刘愿庵在成都参加恽代
英组织的“学行励进会”，开始接受共
产主义思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
发生后，刘愿庵被推举为“叙州五卅惨
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
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
兼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

1926年冬，刘愿庵在川军中开展
军运工作，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泸(州)
顺(庆)起义。他在陈书农部任师政治
部中校宣传科长，兼任军官教育团政
治教官。

大革命失败后，刘愿庵领导成都
党的地下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
坚决斗争。他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
员、常委，宣传科主任、教育宣传委员
会书记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

1929年2月，在成都召开临时省
委扩大会议，会议正式选举刘愿庵任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1929年 4
月，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
义。同年6月，领导了邝继勋、罗世文
等发动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
的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
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
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
省委书记。随后，中共四川省委移驻
重庆，开始艰苦而又危险的地下工
作。

3年多时间，包括刘愿庵
在内的重庆和四川党组织四
任书记牺牲

“当时四川省委在重庆面临的困
难很多。”周勇介绍，那时，白色恐怖严
重，干部缺乏，斗争经验不足，交通通
讯不畅，加上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
中共中央正值左倾路线占领导地位时
期，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一般群众无
法理解的工作方针贯彻下来，如要求
各地发动工人运动时一定要“援助上
海工人罢工”，要动员各界群众“武装
拥护苏联”“反对改组派”等等，使得地
方党组织的工作更加艰难。

“重庆的中共组织当时十分弱小，
党员人数也很少。”周勇称，据史料记
载：在重庆的北、南、中三个区，中区有
60多人，其中20多名工人，中区领导
了几个工会（手工业），至多不过几十
个群众。南岸有3个支部，江北组织
不健全，只有六七个同志。城南有一
个1000多人的兵工厂，组织了一个工

会，有20多名会员。此外，当时一般
党员甚至省委机关部分工作人员政策
水平低，思想政治素质差，也不能很好
地执行上级的策略决议，譬如有人解
释“苏联”是“苏秦联合六国”，土地革
命是“革土地菩萨的命”等。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1927年4
月，重庆地执委书记杨闇公被捕、牺
牲。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傅
烈、周贡植等入川建立中共四川临时
省委，傅烈担任省委书记。1928年3
月“兴隆巷事件”发生，傅烈、周贡植等
人被捕，4月牺牲。

“兴隆巷事件”后，四川省委立即
决定由张秀熟担任代理省委书记，继
续领导开展反抗军阀统治的革命斗
争。但随后因叛徒出卖，1928年10月
1日，张秀熟等27位共产党和共青团
干部被捕。

1928年10月，穆青在成都建立起
新一届临时省委，任书记。1929年6
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第
二次扩大会议，选出新一届中共四川

省委，刘愿庵任省委书记。1930年3
月 20日，穆青在重庆被叛徒出卖被
捕，5月牺牲。

1930年5月5日，刘愿庵在秘密
据点——重庆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
园铺楼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时，不
幸被叛徒出卖被捕。1930年 5月 8
日，刘愿庵等人在巴县衙门前壮烈
牺牲。

张秀熟因为是当时四川文化教育
界名人，在各界舆论压力下，张秀熟被
判刑狱，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才获释，
他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重庆被捕
的五位重庆、四川党的书记中唯一的
幸存者。

“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非有丝毫个人企图”

“刘愿庵被捕入狱，得知自己即将
被处决后给表姐夫周竹虚写了一封遗
书。”周勇介绍，这封信1979年由周世
模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现藏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这封遗书仅
有1页，长29厘米，宽24厘米，毛笔书
写，全文行文流畅，一气呵成，读来令
人荡气回肠。

“这封家书实际上是刘愿庵对理
想信念的总结，也是对自己后事的交
代。”周勇对这封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
解读。

首先，这封家书开头表达了刘愿
庵对兄长关爱自己的感谢之情。也对
因心有信念，参加革命，故不能听从兄
之放弃革命理想的劝告的表白——

“弟之行动始终不能为兄赞同，而弟亦
不能如兄历年谆谆劝告放弃工作。然
而兄始终对弟之爱护有加，及对于舍
间之照拂，实永藏心中不敢或忘。”

全信最大篇幅是对家人和自己后
事的交待——

对弟妹：嘱托兄长照顾弟妹的成
长——“敢以累兄时加顾助，以待弱弟

妹之成立。”
对父母：嘱托兄长不要将自己牺

牲的消息告诉父母，就对他们说自己
出远门了——“弟之死耗，对舍间务请
秘密，勿使老亲知之，即以弟已出川代
为掩盖。”

对妻子：嘱托兄长将遗书送达妻
子——“寄弟妇遗函一封，务请设法转
寄，勿任遗失，至所盼望。”

对遗体：表达了自己捐献遗体对
人类作最后贡献的愿望——“此外弟
孑然一身，毫无系累，亦别无所求。至
弟之尸体，已嘱送之医院解剖，以尽我
最后对人类之贡献，万望无加阻止，虚
耗金钱。”

遗书最后表达了刘愿庵舍身取义
的决心——“人生谁有不死？弟今日
之死，虽不能说成仁取义，亦较困死牖
下多多矣。”

信中的一句话尤为催人泪下，
“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
个人企图。”这是刘愿庵对自己一生
的总结，也是他一生奋斗的唯一目
的，也可以说这就是刘愿庵的中国
梦。

刘愿庵在给妻子周敦琬（四川省
委委员、省委秘书机关负责人）的遗
书中更倾诉了一个革命者在临刑前
感天动地的爱情：“把全部的精神，全
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
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别了，亲爱
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
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
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
战斗员！”

周勇说：“从这些直抒胸臆的家书
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温度，看到
那些付诸笔端的信仰的光芒。这对今
天的人们来说，恐怕很难理解。但这
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它让我们可以更
直观地洞察先辈们的理想与初心，这
种无声的力量，跨越时代，照耀当下，
激励我们努力工作。”

刘愿庵：“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本报记者 匡丽娜

▲1930年刘愿庵烈士遗书。 （受访者供图)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1895—1930）。 记者 齐岚森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