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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
月7日，重庆文理学院和重庆幼儿
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10名教师和
学生，在重庆文理学院同台进行了

“两讲”比赛。选手生动地讲述红
色故事，受到两校师生代表的欢
迎。

据了解，创建于1914年的重
庆幼儿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红色文
化深厚，在学校百年发展历程中，
汇聚过肖楚女、恽代英、朱德、刘伯
承等革命前辈，涌现了刘伯坚、彭
咏梧等革命先烈，培养了开国上将
陈伯钧等栋梁之材。因此，重庆文
理学院与重庆幼儿高等师范专科
学校联合，同台举行“两讲”比赛。
两校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挑选出10
名教师和学生同台进行“两讲”。

“我们首先在班里讲，然后参
加学院比赛，再进入学校选拔，最
后进入这场比赛。”讲述聂荣臻故
事的重庆文理学院学生戴禄雨说，
基本上学校每个人都要参与到“两
讲”活动中，老师和同学都帮助自
己进行演讲培训、史料收集、PPT
制作等，每个人都积极做红色故事
和革命精神的传播者。

“在高校开展‘两讲’活动，有利
于激发广大师生的爱党爱国之情和
干事创业的热情。”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两所高校共同开展“两
讲”比赛，是一场红色故事会，也是
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种
模式值得借鉴和创新，今后大家还
要利用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各
种时机开展红色故事宣讲。

做红色故事和革命精神的传播者
重庆文理学院和重庆幼儿高等师范专科

学校同台进行“两讲”比赛

□本报记者 陈波

退役后本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但
退役军人张国全却不愿意在正当壮年
时混过余生，于是他选择和志同道合的
战友们一起创业。

熬过艰难的创业初期，他们创立的
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物业公司，如今发展
壮大成一个集团公司。

这个退役军人占比超过28%的集
团公司，不仅解决了大量退役军人就业
问题，更为后来的退役军人趟出一条创
业之路。

退役军官抱团创业

“作为自主择业的退役军官，虽然
有退役金，但总不能年纪轻轻就无所事
事吧？”近日，当问及被评为2019年“全
国模范退役军人”后有啥感想，重庆联
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张国全给出了朴实的答案。

2003年 12月，从军16年的张国
全，带着3枚三等功军功章，从空军某
部副参谋长岗位退役自主择业回到重
庆。

张国全经常和退役战友聊天。聊
着聊着，这场战友叙旧逐渐变成了“诉
苦”。

“有的战友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技
能，就业不顺；有的战友创业，可经验不
足总是亏。”张国全没想到，当初在部队
里生龙活虎的汉子，退役后竟境遇不
佳。

张国全当时就琢磨，这几个老战友
在部队基本都是干部，连他们都这么
难，那些普通士兵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
儿去。

“要我说啊，既然大家都遇到了各
种问题，咱们干脆抱团集体创业！”一位
战友的话，点燃了大家的士气。

恍如仍在部队领受任务一般，6双
大手就此紧紧握在了一起。

一旦确定了目标，军人的作风就显
现出来。张国全和邓红卫、邓天才、艾

友明等，分头联络有意向的战友们。有
50名战友热烈响应，同意入股创业。

至于创业方向，张国全心中也已有
答案。因为在部队时，他就负责过部队
营房管理、道路维护、绿化等事务，而这
些内容与物业管理的内容高度重合。

2006年2月，一家名为“联军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挂牌成立。

不专业的人做出专业的标书

张国全坦言，联军物业，取的就是
联合退役战友之意。此外，物业管理所
需的技能门槛等相对较低，可以最大限
度发挥各类战友的作用。

公司成立了，人员也到位了，但无

情的商海却让这群退役军人很快就呛
到了第一口海水。公司运行一年后盘
点，亏损十多万元，超过注册资金的
20%。

创业第一年就亏损，股东们慌了，
有的质疑公司组织构架，有的质疑公司
经营范围，很多股东开始撤股。

最艰难时，公司集体决定暂停发工
资度过危机。随后，张国全带着公司所
有中干，组成五个调研组，到服务对象
和一线工作人员中了解情况，而后就和
公司管理人员一起分析问题找对策。

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张国全双眼
眼球外凸，心慌、怕热、多汗，他开始以
为只是劳累过度。坚持一周后，被家人
强行送去医院，确诊是甲亢。

发挥军人顽强作风，公司终于渡过
难关。但作为一个初创的物业管理公
司，联军物业存在短板。

“有一次业务要竞标，我们写了两
页纸的‘标书’，被甲方扔回来，说这只
是一个报价单。”大业务因不专业而流
失，张国全痛定思痛，开始系统学习经
营管理的方方面面。

从绿化植物的种植、杀虫、养护，到
物业管理的流程、技术，再到商业谈判、
标书制定等等，张国全全靠自学，逐一
啃下这些“硬骨头”。

机会从不辜负有心人，当再一次遇
到招投标时，张国全拿出的标书，令时
任重庆市物管协会相关负责人说了一
句评语：“这是我见过的最不专业的人
做的最专业的标书！”

退役军人占比超公司员工28%

经过十几年的奋斗，那个曾经由
50名退役军人组建的物业公司，如今
已经发展成业务范围涵盖物业管理、保
安、装饰设计、健康产业、商贸等众多领
域的集团。

该集团1400余名员工中，退役军
人达到了 400余名，占比超过 28%。
此外，该集团现有股东270余名全部为
退役军人，管理层也多数是退役军人。

“我们的员工中，涵盖了陆、海、空、
战略火箭军、武警等各军兵种退役军
人。”张国全介绍人员组成时自豪地说。

目前，联军集团5名董事会成员，2
名总经理、2名副总经理和4名部长，均
由退役军人担任。物业公司和保安公
司管理的60多个项目中，有20多个项
目管理处主任和骨干由退役军人担任，
公司中干以上岗位90%以上由退役军
人担任。

这样一个看似军人色彩浓厚的集
团公司，管理、制度、机制等却非常的市
场化，因为是集体创业，该集团的董事
长、总裁等都是由股东选举，三年一换。

“因为是集体创业，所以现在我们
都是实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张国全表
示，唯有严格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
营，企业才能永葆活力。

“我们创业的初衷，就是为退役军
人趟出一条创业路，希望我们的经验能
给后来的退役军人有一点启发。”张国
全说。

2019年7月，因为杰出的表现，张
国全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
央组织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联合表彰为“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张国全

团结退役军人 趟出一条创业路

□本报记者 黄琪奥

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
中国人民大学演出《梁山伯与祝英
台》。演出当天，学校特意请80岁的老
校长吴玉章观看演出。演到“哭坟”一
场时，工作人员发现前排正中一直笑
容可掬的老校长表情变了，只见他微
微低下头，眼睛闪出泪花，进而泣不成
声。

“吴玉章之所以哭，主要因为他触
景生情，想起了去世多年的妻子游丙
莲。”近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
处长简奕指着电脑上的一张吴玉章的
照片，对重庆日报记者讲起了吴玉章
与妻子游丙莲之间的故事。

分居44年不离不弃

“1896年，18岁的吴玉章按照家
人安排，与出生于普通农家的游丙莲
结为夫妻。”简奕介绍，虽然游丙莲裹
过脚，几乎也不识字，但婚后两人却互
敬互爱，先后育有一女一子。

好景不长，为谋求强国之策，吴玉
章于1903年东渡日本。自此，吴玉章
开始了与妻子游丙莲44年的分居生
涯。

在这44年的时间里，吴玉章虽然
和妻子游丙莲有过短暂的相聚，但大
部分时间，两人都是分居两地。“即使
如此，吴玉章身边始终未有别人。”简
奕说，当他人问及婚姻状况时，吴玉章
总说自己的婚姻非常幸福。“在吴玉章
看来，他的婚姻幸福并不是世人普遍
羡慕的‘富贵双双到白头’，而在于他
和游丙莲尚健在，待到革命成功，便可
家人团聚。”简奕说。

“可惜的是，吴玉章最终却没能等
到与游丙莲团聚的那一天。”简奕说，
1946年，游丙莲突患重病，家中赶紧托
人传书给在重庆工作的吴玉章，希望
他回家一探。“但受限于当时的局势，
吴玉章只能一边命儿子回乡侍母，等
待转机，但这一等，却等来了游丙莲去

世的噩耗。”简奕说。

吴玉章忠贞不渝的三个原因

“如今，在四川荣县的吴玉章故居
内，依然挂着两张游丙莲的照片，一张
是全家福，另一张则是她和吴玉章的
合照。”简奕说。

记者发现，这两张照片中，吴玉章
均身着西装，显得神采奕奕。游丙莲
在第一张全家福照片中还表现出较好
的精神状态，但第二张合照中，游丙莲
却微微佝偻，显得较为沧桑。

“这两张照片分别拍摄于1911年
和1920年。”简奕说，游丙莲的变化则
记录着她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游丙莲的默默付出也打动了吴
玉章。”简奕说，在分居的那些年里，吴
玉章虽颠沛流离，但从未起过再娶之
意，而是把游丙莲作为自己婚姻的最
后归宿。

“吴玉章对游丙莲的敬重还体现
在文学作品之中。”简奕说，例如在《六
十自述》一文中，吴玉章就谈及了自己
把游丙莲作为婚姻最后归宿的原因。

“首先是出于对游丙莲的感激。”
简奕说，在这篇文章中，吴玉章写道：

“因为我既从事革命，不能顾及家庭。
我有一儿一女，家里又穷，全仗她为我
教养儿女。我在日本留学时，家曾断
炊数日，终赖她勤俭得以使儿女长
成。古人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
妻不下堂’，何忍负之？！”

“其次则是由于吴玉章本人自然
养成的婚姻道德观念。”简奕说，吴玉
章在文中指出：“乡里贫贱之人一到都
市，或稍有地位，则狂嫖烂赌，抛弃妻
子，另纳新人，往往使可怜的原配孤苦
伶仃或饮恨而死，为世诟病。我为挽
救此种恶风气，以免青年人受到家庭
的阻碍而不让其远行，故以身作则，以
塞顽固者之藉口。到了我相信共产主
义，并听到以共妻来诬蔑共产党以后，
我更以共产党的道德，坚强我的操守，
以打破敌人无稽的谰言。”

“最重要的则是吴玉章希望通过
这段婚姻，来打破人压迫人的制度。”
简奕告诉记者，吴玉章说：“真正要以
共产主义打破人压迫人的制度，除了
消灭财产私有而外，还有男子压迫女
子、欺负女子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
问题，这是数千年习惯的问题，不是空
言解放女子、男女平等就可以转移风
气，必须有一种坚忍不变、人所难能的
毅力以移风易俗才会有效。”

“在这三种因素的影响下，吴玉章
自然对游丙莲充满了敬意。”简奕说。

良好家风传后人

今年3月1日，在央视中文国际频
道播出的《谢谢了，我的家》栏目中，吴
玉章的长孙女吴本立走上前台，用充
满感情的嗓音，朗诵了爷爷吴玉章写
给奶奶游丙莲的悼文——《哭吾妻游
丙莲》，言语之间饱含深情，让在场观

众潸然泪下。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无疑可以感

受到吴玉章与游丙莲之间深厚的情
谊。”简奕说，但吴玉章1946年首度得
知游丙莲去世的消息后，只是愣了一
下，又像日常一样投身于工作之中。

为何吴玉章会是这样的表现？“这
要和当时的大形势有关。”简奕说，游
丙莲去世时，恰逢国共合作破裂，时任
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一方面要安排
撤退，一方面要坚持工作，故只能把儿
女情长放在心中，镇定自若地展开工
作。

“但当夜深人静之时，吴玉章的哀
思就喷薄而出。”简奕说，吴玉章挥笔
写下《哭吾妻游丙莲》一文，就是为了
寄托他对爱妻的哀思。

在这篇文章中，吴玉章不仅用“不
幸噩耗传来，你竟舍我而长逝，能不痛
心”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悲伤，还通过

“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
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建
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
的新中国”语句表达自己坚持革命的
崇高理想。

“吴玉章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
的。”简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吴玉章曾先后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
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位，
并通过制定实施《汉字简化方案》《第
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语拼音方
案》等方案，为我国文字改革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吴玉章和游丙莲相濡以沫的爱情
背后，我们更该学习的是吴玉章对家风
的重视。”简奕说，吴玉章虽身居高位，
但从未忘记对子女的教育。在他写给
亲人的书信中，都再三强调了勤俭持家
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事事莫存虚体面，
行行当立好规模”的良好家风。

“家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建设良好家风是党的优良传统。
吴玉章和妻子游丙莲之间的感人爱
情，以及吴玉章对家风的重视，为我们
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重
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
副研究馆员王浩说，我们每个党员干
部都应向以吴玉章为代表的老一代
革命家学习，通过建设良好的家风，
涵养家庭美德，进而做到修身律己、廉
洁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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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渝警楷模”集体

1.石柱县局中益派出所官田警务室

2.两江新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

3.文亚东创新工作室

4.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沙坪坝派出所小马工作室

二、“渝警楷模”个人

1.渝中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两路口大队民警 肖伟（女）

2.九龙坡区公安分局西彭派出所民警 蓝燕（女）

3.南岸区公安分局弹子石派出所民警 吴献木

4.江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 王继超

5.渝北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九大队大队长 陈飞

6.交巡警总队车管所车辆管理科科长 李权

7.万州区公安局刑警支队警犬大队民警 付屹

8.彭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便衣侦查中队中队长 王勇

9.忠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主任 朱兰莉（女）

10.大足区公安局情报信息支队副支队长 彭雅婧（女）

首届“最美基层民警·渝警楷模”名单

（上接1版）
公安工作好不好，群众感受最

真切，民警干得怎么样，群众最有
发言权。11月4日，市公安局在
网络上开通“最美基层民警·渝警
楷模”投票平台，发动社会广泛参

与，短短十天网络投票时间，共收
到1663万份网络投票。

最终，经逐级推荐、网络投票、审
查评议，肖伟、蓝燕、吴献木等10位
民警及石柱县局中益派出所官田警
务室等4个集体获“渝警楷模”称号。

10位民警4个集体获奖

（上接1版）
他左手端着不锈钢盆，右手

在草堆间扒拉着，“这有一窝，有
5个……”

说话间，刘朝余从草堆里捡出
了5个鸡蛋，“鸡是散养的，鸡窝里
的这堆草就是给它们下蛋用的。”

今年，刘朝余的470多只蛋
鸡，产蛋9000余枚。

“这些蛋，一个1.2元，是任总
包收购。”刘朝余说的“任总”，是彭
水沐晖农园电商平台负责人任东。

其实，不仅是鸡蛋“包收购”，
就连蛋鸡，任东也将以每斤保底
20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为什么是“回购”呢？
“因为这470多只蛋鸡，也是

以每只35元的价格找任总买的。”
如今，刘朝余的蛋鸡每只均在4斤
左右，即使按保底价每斤20元计
算，470多只蛋鸡也能为他带来近
4万元的收入。加上鸡蛋的销售
收入，刘朝余能有近6万元的纯收
入。

“我们这儿地处偏远，村民普
遍缺乏市场经济意识，导致了种植
的作物、喂养的牲畜很难卖出去，
基本都是自给自足。”任东介绍，为
了把山里“土货”卖出去，他成立了
合作社，建立了沐晖农园本土电商
平台，“通过考察，我发现农村的土
鸡和土鸡蛋有着巨大的市场需
求。”

于是，根据目前农村劳动力短
缺的现状，任东采取了“土鸡代养”
等对劳动力需求较少，又能增加村
民收入的“电商+基地+农户”发展
模式。

如今，利用“彭水赶场”这一平
台，彭水沐晖农园、春之声农业、派
谷农业、载禾农业等电商企业与
2000余户贫困户签订了生产、销
售协议，支持帮助贫困户发展生态
种养，再由企业通过电商销售，探
索了一条电商脱贫的新路子。

放下锄头
1300多农民成了电商“店小二”

今年，“彭水赶场”“土货”卖了
近1亿元，新田乡任家村二组村
民、28岁的董泽香贡献了3万多
元。

3万多元相比1亿元，实在微

不足道，但对于小学三年级就辍学
的董泽香来说，却是莫大的成就。

在今年5月经过电商培训，并
成为电商“店小二”之前，董泽香家
里十分拮据。

“婆婆生病，钱花光了，还欠了
一些债。”董泽香在家中照看老人、
孩子，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在天津
务工的丈夫每月5000多元的收
入。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董泽香
“触网”了。

“我在村头走访，看小董屋里
竟然有电脑，这在农村是少见的。”
董泽香几年前打工时购买的电脑，
让任家村驻村扶贫“第一书记”谭
宇嘉意识到：可以鼓励董泽香去参
加电商培训，通过“彭水赶场”将村
里的“土货”卖出去，还能赚钱补贴
家用。

于是，接受了一周的电商培训
后，董泽香于7月份在“彭水赶场”
上开设了“任家村土特产”网店，既
销售村里的土特产，也接受网店订
单发货。

截至11月底，董泽香的网店
已销售“土货”3万余元，利润近万
元。

不仅如此，董泽香还主动在
“彭水赶场”平台上寻找客户，与重
庆某公司签订了30吨甜心菜的供
货协议、接下了某航空公司30亩
青菜的订单。

为了完成这两笔订单，董泽香
成立了“雯浩农作物种植合作社”，
在村里动员了38户村民和她一起
种菜。

“以前种菜只能喂猪，卖不出
钱，现在小董给我们找了路子，我
们肯定支持她。”55岁的张贵华算
了笔账，按订单价格，一亩青菜一
季就能收入2500多元，“任家村的
气候和土地，至少能种两季，那就
是5000块钱哦。”

如今，像董泽香这样放下锄头
成为电商“店小二”的农民，在彭水
已有1300多人。

汤天应介绍，今年，全县开展
电子商务培训120余场次近4000
人次，新增网商（开微店和淘宝店）
和电商企业主体1200余个，基本
实现了“一组一店，千店带万户”的
目标。

“彭水赶场”助农增收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