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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娟

“我的母亲智力残疾，父亲视力残
疾。还记得去年暑假，区妇联为我们举
办了难忘的成人礼，让我们从懵懂少年
迈入成年人的队伍，也帮助我们顺利迈
入大学的门槛……”在“向您汇报，我长
大了”恳谈会上，就读于四川外国语大学
的蔡小晴（化名）心怀感恩地说。

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近年来铜梁区
困境儿童成年后的学习生活情况，日前，
铜梁区妇联联合区民政局举办“向您汇
报，我长大了”恳谈会。恳谈会邀请了10
名已满18岁的原困境儿童和与他们结对
的爱心妈妈、爱心家庭代表，以及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代表及班主任老师代表参
加。

自卑女孩成长为大学年级长

19岁的蔡小晴便是这10名已成年
的原困境儿童之一。蔡小晴来自铜梁区
虎峰镇，她说自己虽然出生在一个不幸
的家庭，但幸运的是自己处在一个温情
的社会，从初中开始，便一直受到当地妇
联妈妈和爱心人士的资助和扶持。

“每年暑假，区妇联的妈妈会为我们
举办夏令营活动；每年冬天，会给我们送
来温暖的衣物和鞋子，让我们感受到一
份温暖的关爱。”蔡小晴说，不仅如此，妇
联的妈妈还告诉他们要学会坚强，家庭
的贫困并不能决定他们的未来，在让他
们不再自卑的同时，给予了他们积极向
上的勇气，让他们更加阳光自信地成长。

经过一年的大学生活，蔡小晴学会
了很多。在认真上课之余，她还加入了
学生会，加入了演讲社团，当上年级长，
不仅交到了许多朋友，还学会了很多管
理技巧。同时，在周末，她还在一个培训
机构兼职上班。“我终于也可以靠自己的
双手挣钱了，自立自强的感觉真的很

好！”言语中，蔡小晴信心满满。

父母双亡的少年立志当医生

就读于重庆医科大学的蒋原祥（化
名），回忆起五年前第一次参加铜梁区妇
联组织的困境儿童夏令营，至今仍感到
温暖。“当时区妇联主席龙其贤就对大家
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们可以叫我
龙妈妈，有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都
可以和龙妈妈说，有我宠着你们’。”从小
父母双亡的蒋原祥坦言，自己当时特别
激动，那一刻觉得自己也是有妈妈的孩
子了。

因为家境贫寒，蒋原祥以前总觉得
自己读了初中就会出去打工。“爱心妈妈
真的把我当成了家人，到家里和我一起
吃饭，和我一起逛街，给我讲很多励志故
事。我的成绩下降了，爱心妈妈也会和
我一起分析原因。”调整心态、努力学习
的蒋原祥，去年考上了重医。

大学生活让蒋原祥对自己的未来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大学期间，他参加志
愿活动，去养老院陪老人，去医院当义
工，去偏远地区支教。他说，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位医生，在
国家和社会需要自己的时候挺身而出，

尽己所能回报社会。

叛逆少年蜕变为担当青年

“染头发，打耳洞，逃学，不听劝。”这
是五年前，铜梁区妇联干部罗娜对困境
儿童秦泽印（化名）的最初印象，“那个时
候，小秦一看就是个叛逆少年。”

出生于铜梁区少云镇七宝村一户贫

困家庭的秦泽印，从小双亲不在身边，由
奶奶一人将他和妹妹拉扯大。回忆起童
年，秦泽印坦言，小时候看到同龄人放学
都有家长来接送时，自己都会忍不住
哭。“冬天早上6点多起床，天还没亮，洗
漱吃饭后，家里也没有手电筒，就我一人
带着妹妹摸黑去上学。”秦泽印说。

对父母心生怨恨的秦泽印因缺乏管
教，开始叛逆，到处惹是生非，一度误入
歧途。在纳入困境儿童帮扶后，爱心妈
妈刘应淑和当地的爱心人士，对秦泽印
和他妹妹以及奶奶进行了诸多帮扶。“如
果不是刘妈妈和其他爱心人士的帮扶，
我们不可能有现在的房子住。是你们让
我们感受到了温暖，让我们有了家的感
觉。”秦泽印由衷地感谢道。

感激之情不仅在于言，更在于行。
在读完职高后，秦泽印到九龙坡区做了
一名投影仪售后员。疫情期间，他还带
着妹妹到七宝村疫情防控卡点当志愿
者。

“我现在长大了，今后会证明自己也
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要让以
前帮助过我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知
道，我没有放弃努力。滴水之恩，涌泉相
报，我也要回报社会，回报以前帮助过我
的人。”秦泽印认真而坚定地说。

“向您汇报，我长大了”
——铜梁区受助困境儿童走向多彩人生

□戴娟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
成美好的人间”——恳谈会现场，10名成
年后的原困境儿童发自肺腑的感激，自
信阳光的发言，让身处现场的记者脑海
中萦绕着这熟悉的旋律。

不可否认，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是困境儿童中最困难、最需要帮
助的群体。五年前，结合群团改革，市妇
联开展困境儿童关爱工作试点，铜梁区
妇联则率先在全市开展困境儿童帮扶工
作，摸索出了“1+1+N”困境儿童关爱帮

扶模式。同时，在各级各部门积极参与、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支持下，每年常态化开
展夏令营、冬令营活动，开展成年礼活动，
对孩子们进行励志教育、技能培训等，做
实、做细儿童关爱工作。

五年用心陪伴和关爱，让这些昔日
身处困境的孩子们变了，从开始的自卑、
内向、腼腆，变得阳光、开朗、积极，走入
了学校，走进了社会。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健康阳光地长
大，看着爱心妈妈、爱心家庭代表欣慰满
足的笑容，记者深深地感到，无论身处何
境，只要有爱，就不会孤单。

有爱不孤单
记者手记>>>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9 月 10
日，市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
《重庆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白皮书
（2019.07—2020.06）》（以下简称《白皮
书》）和十大典型案例。本报独家挖掘报
道的保护矿山地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详见本报2020年9月10日5版《破解关
闭矿山修复难题 重庆首创“代为修复
制”“我们真的用绿水青山换回了金山
银山”》）位列首位。

白皮书显示，一年来，全市检察机关

聚焦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英烈保护及其他领域，共履职发现公益诉
讼案件线索2521件，立案2310件（其中
行政公益诉讼立案2045件，民事公益诉讼

立案265件）；开展诉前程序2095件；行政
机关采纳诉前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或履行
职责1864件，整改率99.57%；向人民法院
提起公益诉讼93件，已判决结案67件，均
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调解结案4件。

重庆检察机关发布公益诉讼白皮书
公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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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通讯员
张伟）“自动化剪刀模组”日产键盘突破
2000副！日前，由重庆高新区一企业研
发的自动化键盘生产线亮出生产佳绩。
相比传统键盘生产线，该自动化生产线人
力成本降低75%、良品率升至98%，投产
后将极大地降低笔电配套企业的生产成
本。

数据显示，重庆市已连续6年成为全
球最大的笔电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全球
40%。在庞大的笔电产业背后，有上千家

笔电配套企业支撑起产业链的上游。如
今，随着笔电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笔电配
套厂家对成本的控制要求越来越高，而人
力成本又在上升，这就促使企业加快智能
化、数字化改造步伐，上马自动化生产线
成为优先选项。

此次研发出自动化键盘生产线的重
庆市旭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旭宝科
技”），属于重庆高新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和“专精特新”企业。目前，该企业年产笔
记本和台式机电脑键盘1000万副，在国
内市场的占有率超10%，产品出口欧美、
日本、东南亚等地，供应惠普、戴尔、华硕
等世界知名电脑品牌。

前两年，为了实施生产线智能化、数
字化改造，旭宝科技试图在行业内找寻符
合生产要求的自动化生产线，然而久寻未
果。市场不等人，2019年4月，旭宝科技决
定自己干，正式启动自动化键盘生产线的
研发，先后投入了2000余万元研发费用。

2019年12月，经历无数次调试、优
化、再调试，一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业界领先的自动化键盘生产线——“自动
化剪刀模组”开始试生产。

“最开始，这条生产线的日产量只有
100副。经过持续优化，目前日产量已突
破2000副。”旭宝科技研发部负责人曾中
成介绍，该生产线比同类自动化生产线人

力成本低20%，良品率高10%，已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5
项。下一步，旭宝科技将逐步上马自动化
生产线，同时有望向其他笔电配套企业提
供自动化键盘生产线整体解决方案，进一
步巩固重庆笔电产业整体竞争优势。

智能化与数字化是提升生产效率不
可或缺的手段。据悉，旭宝科技在推进生
产线智能化改造的同时，还利用数字化赋
能传统生产线。这些生产线搭载数字化
系统后，让旭宝科技实现了全链条精细化
管理，也助推企业研发出无噪音键盘、超
薄超轻键盘等高端产品，顺利进入华硕、
惠普等高端品牌笔电的供应链。

重庆企业研发出自动化键盘生产线
投产后将极大地降低笔电配套企业的生产成本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张桂林 周文冲

初秋的天池苗寨，群山苍翠，
云雾缭绕。村民罗开发一早就
在烤炉前准备食材。几天前，他
的小餐馆刷新了单日最高收入
纪录——一天卖出9000多元。

罗开发家住的重庆市武隆区
后坪苗族土家族乡，曾是重庆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如今，这里
已成远近闻名的苗寨古村景点所
在地。近年来，武隆区近10万人
吃上“旅游饭”，其中3万余名贫困
群众由此脱贫。

山区变景区
生态旅游“百花齐放”

一场秋雨过后，沧沟乡大田村
湿地人家的200余亩荷塘，荷叶滴
翠，荷花沁芳，与湖心的古村落建
筑相映成趣，透出江南水乡的丝丝
韵味……

这是武隆今年8月开门迎客
的一处新景点。半年前，这里还是
一片几乎闲置的田地。“目前推出
了乘竹筏、采莲、漂流、品荷花茶等
体验项目，已接待5万多名游客。”
景区副经理代中全说。

武隆地处重庆东南部武陵山
和大娄山之间的峡谷地带，山高沟
深、土地零碎，但拥有得天独厚的
喀斯特地貌。2007年，包括武隆
在内的“中国南方喀斯特”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武隆一跃成为集“世界自然遗
产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三块旅游金字招牌
于一身的重庆旅游名片，但大部分
乡镇还“穷在深山人未识”。

一花独放不是春。武隆区委
书记黄宗华说，通过把单点景区向
纵深扩展，变以仙女山为主的“一
地”到“全域”，唤醒“沉睡”的乡村
生态资源，2018年以来，武隆推出
避暑康养、古寨风情等5条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串联起185个乡村，
犀牛古寨、青杠古渡驿站等乡村旅
游点“遍地开花”。

风景变“钱景”
绿水青山送来“金饭碗”

一千多米高的悬崖之巅，一对
白马王子和仙女造型的飞行岛缓
缓升到空中，远处青绿色的乌江和
仙女山尽收眼底……这是最近在
武隆白马山景区开始运行的“飞天
之吻”旅游项目。

在“飞天之吻”下方的豹岩村，
过去绝大多数村民外出打工，如今，
随着茶山小镇和白马山景区建设，
村里大力发展起农家乐，还成立了
为景区提供配套服务的劳务公司，
大多数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55岁的村民任大美，过去是

贫困户，现在村里为她安排了景区
保洁员的工作，每月有2000多元
工资。她的丈夫也在景区做泥水
工，一家人的收入比过去种地高了
不少。最近，正准备将自家农房改
建成民宿。

在深山之中的后坪乡，越来越
多的农户也端上了旅游“金饭
碗”。过去，由于交通阻塞、土地贫
瘠，当地年轻人不得不远走他乡去
谋生，有的干部都不愿来这里工
作。

去年，借着到城区公路修通的
“东风”，后坪乡对苗寨古村落进行
系统修缮，并打造了苗药体验区、
特色美食区、民俗文化区和山野游
憩区，建起茶肆和儿童乐园等。

“不到一年，苗寨旅游收入已
超过230万元。”后坪乡乡长刘加
海说，现在这些住在深山里的老百
姓也挺直了腰板，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回来了。

美乡村“处处是景”
“大公园”走向世界

芙蓉江上，轻舟点点。今年7
月底，武隆芙蓉江景区重新开放，
新增的9艘鱼龙造型的观光游船
颇受游客欢迎，景区日均接待游客
超过千人。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
武隆乡村旅游逆势而上，接待游客
超过780万人次，综合收入近16
亿元，分别增长6.6%和8.2%。

武隆区区长卢红说，去年武隆
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今
年武隆继续将全境作为一个“大景
区”“大公园”开发打造，力求“一村
一景”“处处是景”。

前不久，芙蓉街道堰塘村入选
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个
临近武隆城区、过去村容破败的小
村庄，现在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堰塘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
书记陈渝说，两年前，村里耕地大
量闲置，垃圾遍地，道路坑洼不
平。看到不少地方乡村旅游蒸蒸
日上，堰塘村村民也着急。

“要想游客来，先把村子变花
园。”在陈渝的倡议下，堰塘村实施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房前屋后栽花
种树，全村污水、垃圾实现集中处
理……

如今，这里鲜花点缀，处处见
绿。这个昔日的“空壳村”，通过农
旅融合发展，去年实现集体经济收
入11万余元。

黄宗华说，在全域旅游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上，目前武隆正加快打
造重庆主城都市区后花园，建设世
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力争尽快把世
界自然遗产品牌、天池苗寨等旅游
扶贫线路推广到全世界，叫响“自
然的遗产、世界的武隆”。

（新华社重庆9月14日电）

从“穷乡僻壤”到“旅游之乡”
——重庆武隆旅游扶贫观察

这是9月4日拍摄的重庆市武隆区后坪乡天池苗寨景象（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田间地头就是课堂”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大学生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增才干

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
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长才干、作
贡献——今年暑假，重庆三峡职业
学院农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等多个学院的大学生志愿
者，赴重庆、云南、贵州等多个省
（市）村镇，进行了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们为村民开展理论宣
讲、科技支农、社会服务等社会实践
活动，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
康奉献青春力量。

宣讲政策理论
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收
官之年。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的志愿
者们以“精准扶贫政策解读”“当地
扶贫项目推讲”等为宣讲主题，结合
当地地方性政策与实地发展情况，
广泛开展了小规模、互动式、有特
色、接地气的面对面宣讲交流，以及

抽奖问答等方式，帮助老百姓更准
确地了解国家政策。

此外，志愿者们还在各地开展
“防疫知识普及宣讲”“防溺水安全
教育”“保护野生动物拒绝野味”等
宣传，并进行看望留守儿童和空巢老
人、义务维修家电等社会实践活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垃
圾分类、环保、绿水青山建设也是实
践主题。该校志愿者们通过入户走
访、环保知识宣讲、实地调研等形式
调研各地环境及污染治理方式，积
极向村民传播环保知识，让“环保、
低碳、绿色”的观念在当地村民心里
扎根。

“通过政策宣讲、走访调研，志
愿者们也更深刻理解了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部署的意义。”

该校校团委书记马绍文表示，志愿
者们通过“重点群体免费职业培训”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政策的实

施情况，了解到国家政策切实为当
地居民解决了困难，真切地看到新
农村的发展与变化，更坚定了决胜

脱贫攻坚的决心。

践行科技支农
助力脱贫攻坚

以“科技兴农 走向新时代”为
主题，该校志愿者将所学所知带到
乡村，并根据当地特色开展一系列
志愿活动。

如人工智能学院积极探索“互
联网+三下乡”社会实践模式，为村
民带去信息化知识和技术。大学生
们就村民对互联网的了解程度、上
网方式、网上购物等情况做了调研，
并走访水果经销商等，为他们提供
电子商务培训、搭建在线交易平台
等，帮助村民走线上线下结合的创
新经营之路，用信息技术助力新农

村的建设和发展。
在彭水、黔江、潼南、铜梁、云

阳、巫溪、巫山等地，动物科技学院、
农林科技学院等学院的志愿者们通
过走访调研、养殖技术服务、技术手
册发放等形式，积极为村民输送科
学技术，助推当地种养殖产业发展。

农林科技学院的科技支农帮扶
团还奔赴云南普洱、贵州遵义、云南
红河等地，志愿者们通过走访居民
和整理扶贫资料，深入了解当地经
济状况和特色扶贫产业；调研当地
种植模式、管理方法以及农药使用和
周边产业情况。

或顶着烈日、或冒着大雨，志愿
者们深入田间地头，协助当地农户
处理田间杂草、施肥、采摘和清除田
间病虫害等；为鸡场或猪场的养殖
户们清理圈舍、宣讲科学养殖知识，
如卫生消毒、饲料加工、畜禽群体免
疫保健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在实践
中提升专业技能，助力脱贫攻坚。

彭钦
图片由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提供学子走进田间地头进行“三下乡”社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