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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亚同

天还没亮，65岁的滕树文就起了床，挨
个给骨干社员打电话，催大伙儿赶快去听蚕
桑专家讲座；5组的脱贫户李振孝，匆匆扒了
几口饭后，就前往羊肚菌基地播菌苗……12
月的寒冬，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起了寒雾，但
再冷也挡不住村民们火热的干劲。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长春村蹲点采
访时了解到，脱贫攻坚进入关键阶段以来，
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的金溪镇，坚
持“摘帽”不松劲，扶持政策不断、帮扶队伍
不散，有力地巩固脱贫成效。在此背景下，
长春村发展起“桑蚕+”产业，培育了一批
本土人才，激发出群众苦干实干求发展的
内生动力，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滕家院子围炉夜话谈发展

“今年全社养蚕320张，纯收入30多万
元。”

“以前去新疆打工的，又回来了6个。”
“大家埋头开荒两三年，明年收入一定会

翻番！”
……
冬日的天黑得早，不少人家很早就熄了

灯。但是，在长春村滕家院子滕建成家里，灯
却亮了很久。几位村民围着火炉说变化、谈
发展的声音，在寒夜中清晰可辨。

这是长春村顺青颉农业股份合作社的一
次夜谈会：交流一下上级的政策，看看能否争
取；说说最近的发展进度，梳理一下问题瓶
颈；聊聊村里的发展，既查漏补缺又是一次

“头脑风暴”。这样的夜谈会，他们几乎每个
月都要开一次。

合作社的“创始人”是滕树文、陈正文、滕
树长，三个人的年龄加起来超过了200岁。
然而，就是他们带着3组、4组的几十户群众，
从2017年开始，硬是在荒山坡地上开出400
多亩土地，栽上桑养起蚕，并成立农业股份合
作社。

今年，400亩桑树为大家带来30多万元
的收益。随着明年桑树盛产期的到来，加上
相关政策资金扶持建起了现代化的立体蚕
棚，明年，顺青颉合作社的收入有望突破100

万元。
看着蚕桑产业初见成效，越来越多的农

民想参与其中。现在，该合作社的桑园面积
已达700多亩，发展社员153户。以前，在新
疆打工的滕建成一家，回村以土地入股加入
了合作社，两口子都成了生产骨干。“再也不
用四处奔波去找钱了。”滕建成说。

“这样的合作社我们发展了5个。”长春
村党支部书记万书秦介绍说，当地是典型的

“九山半水半分田”。实施脱贫攻坚以来，他
们因地制宜发展起桑蚕产业，种植桑树2560
亩，并通过“桑+菌”“桑+菜”等形式，发展羊
肚菌、蔬菜等1800多亩。

2018年，长春村全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超
过9000元。“今年，肯定会再上一个台阶。”万
书秦表示。

产业起来了村里年轻人也多了

在村里的羊肚菌种植基地里，桑树蒙上
了遮阳篷布，一排排黑篷布顺着沟渠和两侧
的山坡延伸到远方，篷布之下工人们的欢声
笑语不时传出。

利用冬闲，桑林之下种上了高附加值
的羊肚菌。“明年三四月份收获，一季菌亩
产值1.5万元，对桑蚕影响也不大。”金溪镇
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三变”改革，引
入业主在村里发展“桑蚕+”产业，在土地
租金和村民务工收入之外，村民和集体都
有一份分红。

“以前哪有什么产业概念，年轻人都外出
务工去了。”李振孝告诉记者，过去大家种的
是玉米、红薯等，而今种上了高附加值的羊肚
菌。他将家里的5亩土地入股参加合作社，
还利用冬闲时间到羊肚菌基地务工，一年收
入2万多元。李振孝敏锐地发现，产业发展
了，在家门口务工的年轻人多了，懂技术、会
管理的年轻人也陆续回归。

长春村鹿菲合作社负责人李绍君就是其
中一位。曾经在外务工的他，回村创办了桑
蚕合作社，带动村民发展蚕桑近1000亩。在
镇、村帮扶干部的帮助和指导下，该合作社主
动对接羊肚菌扶贫项目，从开始的几十亩，到
今年种植了260亩，带动90多户村民就近务
工。

“吸引本土人才回归，从中培训、培养产
业发展人才、村干部。”长春村驻村第一书记
田杰介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他们在帮扶中
更注重人才的培养。为吸引人才，这几年，村
里打出了“乡情、乡愁、事业”三张牌，通过项

目带动、政策扶持等，吸引10多名创业人才、
大学生、退伍军人等回乡，成为村里产业发展
的骨干和村社基层干部。

留住人才，还要稳住人才。现在，当地的
村社干部既要到各合作社担任职务，还经常
被派遣出去历练，在产业中“爬摸滚打”、快速
成长。针对产业人才，长春村还大力开展新
型农民培训，每年组织10余批次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

苦干实干才能增收致富

脱贫攻坚以来，在各级政府、市卫生健康
委帮扶集团40多家成员单位的支持下，长春
村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
发展。硬化路通到村组；吃水困难得以有效
缓解；山货经由电商平台卖了好价钱；桑蚕产
业配套了智能蚕棚；贫困村民得到及时医疗
救助……

在记者采访的当天，来自黔江区农业农
村委土肥站的陈艳秋，正好到羊肚菌基地采
集土壤样本。“作为一项主导产业，我们一定
尽最大努力支持。”陈艳秋告诉记者，为保障
长春村羊肚菌产业发展，他们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到村里监测相关土壤数据。

市、区、镇各级政府和帮扶单位的力量和
资源，为长春村打通了发展的“任督二脉”。

“政府支持，干部帮助，社会力量支持。
我们有一种被关心的紧迫感。”滕树文说，要
想长春村永远“长春”，需要大家继续实干、巧
干。沿着盘旋的山路，滕树文和合作社的社
员们翻过了一座山头，赶往隔壁的岔河村，听
专家讲解蚕桑冬管和蚕棚保养技术。

今年，长春村65户建卡贫困户均已实现
脱贫，然而，大家增收致富的劲头并没有消
减。听着身边的扶贫故事，看着邻居家的脱
贫榜样，冬日里，长春村群众心头像揣着一团
火。

让羊肚菌种植业主曾凡平感到振奋的正
是这一点。“采收的时候，凌晨4点多，就有务
工的村民赶到基地忙碌了，这样的场景，让我
深受震撼。”曾凡平表示，将考虑进一步在村
里扩大羊肚菌种植规模。

这个月，市农业农村委公示了首批市级
“一村一品”示范村名单，长春村上了榜。前
不久，相关部门进行了干部群众满意度测评，
村干部们受到了群众很高的评价。“群众信任
就是最大的动力，我们力争明年实现蚕桑产
值突破1000万元，让每位村民都从中收益。”
万书秦信心满满地说。

壮产业 育人才 增信心

黔江长春村打通发展“任督二脉”

12 月 23
日，与两江新
区果园港隔江
相望的重庆东
港 纵 一 路 完
工。东港位于
南岸广阳镇长
江 边 上, 是 重
庆沿江港口经
济 的 重 要 部
分。东港片区
规 划 道 路 16
条，总长 25 公
里，投资 11.6
亿元。

特 约 摄
影 钟志兵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礼
嘉智慧公园，不仅有山水
景致，更有随处可见的科技
元素。这里将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
术与优美环境有机结合，从
公园设施到衣食住行，多方
面引领智慧生活新方式，让
百姓切身感受科技的魅力，
打造宜人的智能化体验示
范区，让智能化的种子扎根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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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东港纵一路完工

□人民日报记者 王斌来

一湾嘉陵江水，如月牙般环抱，水波回旋
处，一个小山丘微微隆起。

这里是一个装上“大脑”的智慧公园，一个
5G网络全覆盖的“未来之城”，一个免费的“黑
科技”体验基地。

机械手来回旋转，把香浓的咖啡送到顾客
跟前；小客车往返穿梭，接驳游客，车里既没有
方向盘也没有驾驶员；机器人抬起手臂，用钢
琴弹奏《我和我的祖国》；冰箱和墙上的画框，
和游客展开对话……

“不光会说话，还能唱歌呢。”67岁的王开
万大爷和老伴又来遛弯了。因为有树有花空
气好，还有好玩的智能项目可以互动，老两口
成了这里的常客。“这个公园是智能的，会思
考，挺聪明。”老伴苏广兰接过话茬。

让老两口赞不绝口的地方，就是位于重庆
两江新区的礼嘉智慧公园。作为2019年智博
会全力打造的实景体验场所，公园自今年8月
免费对外开放以来十分火爆，3个多月就吸引
了近30万人次前往“打卡”。

以生态为底色，搭起永不
落幕的智慧舞台

一条蓝花楹步道迂回曲折，连着马鞭草花

海，盛开时一片蓝紫。花海尽头，400米盘旋
步道直达山顶，行走其上，宛若漫步空中。

绿色是这里的生态底色。占地面积3平方
公里的礼嘉智慧公园沿江依山而建，江、山、湖
交相辉映，将白云山、白云寨、白云湖、金海湾4
个生态公园串联起来。

有生态、有美景的公园不少，有科技、有智
慧的公园却很罕见。当科技携手生态，礼嘉智
慧公园里就充满了探索和新奇的味道。

在公园里，不时会碰上一辆无人驾驶的清
扫车，自动操作，遇见人会“主动”让行；智慧秀
林让每株新种苗木都有了二维码标记，游客扫
一扫便可了解相关信息；园内有两条智慧凉
道，树上和地里“藏”着上千个喷头，能通过红
外线感知喷雾降温……

一景一科技，一科技一体验。“要让老百姓
切身感受到科技智慧的魅力。”负责公园建设
的两江产业集团礼嘉工程中心副主任黄璜说，
公园的所有场景不是在展示中体验，而是在体

验中展示。
1年前，智博会永久落户重庆并举行首届

展会，吸引了63万人次观展。今年8月，第二
届智博会如期而至，场内外洽谈签约项目超过
600个，每天吸引20万人次。展会闭幕后，智
能化的种子如何扎根和延伸，市民还想体验怎
么办，怎样搭起永不落幕的智慧舞台？

在这样的思考下，礼嘉智慧公园应运而
生，以生态为底色，用科技加以着色，山水之美
和智慧之美在这里交汇，宜人的智能化体验示
范区散发出独特魅力。

运用信息技术，在沉浸式
体验中实现科普

智能则是智慧公园的内核。以智为核，运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
一个绿色+智能的“未来之城”就呈现在你我眼
前。

“特别刺激，真像坐过山车一样。”摘下VR
眼镜，刚体验了一把VR过山车的王鑫有点踉
跄，还不过瘾的他又接着玩起了VR冲浪。

王鑫所体验的项目位于公园南区的艺趣
馆。艺趣馆分为数字艺术、数字文化和数字游
戏3个板块，通过光和影展示技术的发展轨
迹。这里有海底世界，拍拍成群的小鱼，鱼儿
会四处散开；有宇宙飞船，通过按压触碰调试，
可以模拟完成航天器与空间站对接；有敦煌互
动墙面的投影，可点亮画面或给壁画上色，让
壁画“活”起来、动起来。

“这些场景运用全息投影等光影技术、3D
建模技术及雷达感应系统等，参观者可与海
底、陆地、太空的元素互动，用沉浸式体验达到
科普的目的。”讲解员介绍道。

5G时代来临，5G体验并不遥远。艺趣馆
紧邻的5G馆是智慧公园内最受市民欢迎的场
馆。步入馆内，一大波“黑科技”来袭。不仅有
VR自行车、足球、网球、乒乓球、冰球等智慧运

动，还有智慧生产、教育、医疗、旅游等5G应用
体验展现的智慧化场景。体验者可以通过
5G+VR技术，感知三维立体成像。

“来，试试VR虚拟驾驶，这项技术在抢险
救灾和排爆等领域用得很广泛。”在工作人员
的指引下，游客坐进小车，戴上VR眼镜，开始
加油、前进、转弯，前方沙盘上的小汽车就会按
照操作线路行驶。依托5G实时传输特点，远
程虚拟驾驶得以实现。

设计应用场景，感受未来
智能生活新方式

引领智慧生活新方式，是智慧公园建设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万物互联，科技赋予了生活
更多可能性。

“老百姓喜欢什么体验，我们就提供什
么。”黄璜说。

最近，家住智慧公园附近的唐建军老爱
往外跑，一周要去公园散步好几次，里面两
公里长的智慧步道是唐建军最常走的路。说
它智慧，是因为在起点处设置了人脸识别注
册系统，站在屏幕前，刷刷脸就能注册。高清
摄像头会自动跟踪跑步者的运动情况，并通
过终端设备查询消耗的参数，还能获取运动
排名。

智慧步道只是智慧生活场景里的一隅，智
慧生活的到来，还体现在衣食住行的诸多改变
上。

试穿新衣不费时。在公园里的智慧市集
可以使用“穿衣魔镜”，站在原地就能虚拟体验
一套套服装的上身效果，高效逛遍智慧商城。

食品安全不担心。智能冰箱不仅能记忆
食物的保质期，还能提供可口的菜谱。此外，

“智慧集市”里还有琳琅满目的农副产品，利用
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刷脸”无感支付，商品直
达到家。

健康监测更便捷。5G馆里的智能床能全
面监测心跳、呼吸、翻身次数等，提供睡眠质量
清单。

出行也很省事。“智慧交通”让人们可以体
验新能源汽车，感受语音交互、车内支付等智
能、绿色、环保的出行体验。

目前，礼嘉智慧公园已集中打造了4个场
馆、25个场景和50个体验项目。上个月，礼嘉
智慧公园获批中国科协“科普中国”共建基地。

接下来，湖畔智芯、极客社区和创新中心
等3个区域将作为后续工程陆续建成。届时，
这里将不仅仅是游览公园、科普基地，还将是
为企业提供智能化服务的场所，承载起研发办
公、创新孵化、共享实验等功能。

“真没想到自己能赶上这么智能的生
活。”回忆起第一次坐无人驾驶接驳客车的经
历，王开万很开心：“不紧张，有意思，下次还
想坐。”

（原载于《人民日报》12月23日12版）

无人驾驶接驳车、5G体验馆、智慧步道……重庆两江新区礼嘉智慧公园——

在这里，遇见“未来之城”

□本报记者 颜安

“我念到名字的人，就上来领钱。谢淑蓉，
一股，20000元！”

“到！”
在人们羡慕的眼光里，一位身着绿色羽绒

服的妇女上前，领过了厚厚的两沓现金，现场发
出一片惊叹，“哇！”

这是12月20日下午3点，南岸区南山街道
放牛村一个院坝里发生的一幕——当日，放牛
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南岸区林阁花木种植股份
合作社举行2019年分红仪式，堆得像小山一样
高的170万现金被分发给该村村民。

分发奖金的是放牛村乡村振兴负责人唐红
东。“刚才我们发了个小股东，现在来发一个大
股东。刘祖平，12股，24万元！”

话音刚落，村民们的热情被彻底点燃，纷纷
感叹：“哇，好多钱啊！”

这么多现金分红，怎么来的？
原来，林阁花木种植股份合作社的苗圃园

区的56亩地，是村里的闲散土地。今年，南岸
区供销社在这里搞“三社”融合发展试点，促成
了村里将土地利用起来，采取“基层供销社+专

业合作社+集体组织+农户”的发展模式，为村
民提供土地流转、种植技术指导与咨询、花木销
售等农业服务。

今年2月，放牛村村委会、南岸区广阳镇供
销社与20户村民共同出资成立了林阁花木种植
股份合作社，总投资额380万元，共100股，每股
3.8万元。一年来，在南岸区供销社、农村商业银
行、南山街道放牛村村委会的支持下，经过社员
的共同努力，合作社的花卉木苗、盆景销量稳步
提升，全年经营性收入总计235.69万元，净利润
200万元。按照约定，合作社将经营性净收入的
85%用于分红，当日共拿出170万元分给村民。

拿到钱以后的谢淑蓉既开心又懊恼。开心
的是，去年自己从腰包里掏出的3.8万元，很快
就产生了丰厚的回报；懊恼的是，自己当时本来
认购了6股，但因为资金问题退了5股，平白无
故少赚了好多钱。

不光入了股的村民有钱可分，没有入股的
村民也有钱拿。“合作社成立时，村集体也出资
认购了15股，获得分红30万元。”唐红东说，

“这笔钱将分给其余没有参股的1100余名村
民，人人有份！”

南岸区供销社主任江群表示，在深化供销
社综合改革的道路上，该区将继续坚持为农服
务，发挥流通渠道优势，实现强村固基、富民兴
社。尤其是在探索“三社”融合发展的试点社
中，将继续建立完善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以
入股分红的方式促进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
帮助村民致富增收。

南岸放牛村分红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