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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的
国度，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报答你是我
唯一的倾诉……”11月12日下午，中央电视台

“时代楷模发布厅”，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
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领到“时代楷模”荣誉证书
和“时代楷模”奖牌后，与现场观众一起激情合
唱了歌曲《不忘初心》，“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
部，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

毛相林是这样唱的，也是这样做的。当天
晚上，发布仪式结束，他就搭乘21点30分的飞
机回到重庆，第二天一早出发返回下庄。

他说，放心不下村里的事儿……

演播大厅
他请央视为下庄柑橘做宣传推广

毛相林11月初接到去北京的通知时，他正
牵头实施村里的污水处理项目，在柑橘园里打
了40个粪坑，将全村的人畜粪水全引到果园。
这样，既灌溉了果树，又避免了河水污染。

“粪坑一定要保证不漏水！”出发前，毛相林
召开了班子会议，除了污水处理项目的事情，他
还安排村里柑橘园最后一次喷药，以及核桃树
修枝、刷白，庭院花台美化等工作，“这几天天气
好，抓紧办，每样工作都要有人监督落实。”

10日上午，毛相林出发前又去了柑橘园、污
水处理施工现场、人居环境整治庭院等地检查
了一遍，并一一做了交代。中午12点，他才出
发赶往万州五桥机场，乘坐下午4点30分的飞
机前往北京。

在央视演播厅，毛相林聆听了“全国脱贫攻
坚模范”、湖南省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陵县委
书记黄诗燕9年多时间扎根脱贫一线，带领干
部群众脱贫的事迹；随后，他与下庄村民彭仁松、
杨亨双、彭淦、毛连长，驻村干部陈天艳一起讲述
了在下庄修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故事。

“相比黄诗燕书记，我还做得不够。”毛相林
说，“为老百姓谋幸福就是我的梦想，在下庄干
出个样子来，才对得起跟我一起修路的群众和6
位献出生命的英雄。”

11日晚上，毛相林给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元
富打了个电话，了解柑橘树用药的事情，他叮嘱
一定要用生物农药，勾兑比例莫搞错了。柑橘
方面，毛相林现在最牵挂两件事，一是眼下用药
杀红蜘蛛，这关系到明年果树的长势；二是今年
柑橘产量达到了50吨，他得找销路卖出去。出
发前，毛相林专门用手机拍了一张柑橘挂果的
照片。碰到熟人，他就拿出来给对方看，推销下
庄的柑橘。

“马导，你这节目还是帮忙宣传推广下我们
下庄的柑橘嘛。”人在北京，毛相林心头挂念的
还是下庄的事儿。憋了一晚上，他觉得要是央
视能让下庄柑橘露个脸，村里柑橘销售的事儿，
就能成了。12日一早，毛相林找现场负责的马
导说了这事，“得到答复，我心头轻松了很多。”

12日下午，参加完发布仪式，毛相林直奔机
场回到了重庆主城。13日一早，他赶回下庄。

回到下庄
英雄谱前告慰筑路牺牲群众

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大山，毛相林坐的小车
在山路上盘旋，他的思绪从北京的颁奖现场回
到了下庄的这条路上——

开工修路那一声声开山炮、村民坠崖那一
声声哭喊、路基坍塌那一声声叹息、建成通车那
一声声欢呼、游客进山那一声声欢笑……一下
子涌上毛相林的脑海，在耳旁一遍又一遍回响。

“停一下！停一下！”车到鸡冠岭，毛相林下
了车。这里建有英雄谱，上面有修路村民的名
字，特别设置了筑路牺牲人员名单。毛相林怀
抱“时代楷模”荣誉证书和奖牌，默默地伫立了
几分钟，回头对杨亨双、彭仁松说，“这份荣誉属
于下庄人，属于修路的村民，特别是6位村民，
他们没有白白牺牲。”

“昔日登天路，今日致富路。”看着这副对
联，再看看山路盘旋的下庄和谷底的果园、袅袅
升起的炊烟。毛相林说，“我们一起努力，让下
庄变得更美好。”

到家已是下午3点过，毛相林放下手头的
东西，径直去了党员黄玉庭家。黄玉庭70岁，
因患风湿残疾。当年，黄玉庭非常支持修路，也
多次为村里的发展和治理提意见和建议。一有
空，毛相林就会去找黄玉庭聊天，关心他的身
体。

“毛主任领奖回来啦！”傍晚，毛相林从北京
回来的消息在下庄传开了。村民黄全亚第一个
冲进毛相林家要抢先看看他的荣誉证书和奖
牌。60多岁的刘恒保也丢下锄头赶了过来。一
下子，毛相林家挤满了邻居，“哈哈！你是我们
下庄的佼佼者，下庄人的骄傲！”邻居们对毛相
林说。

荣誉，没有让毛相林止步，而是让他更加干
劲十足。接连几天，毛相林围着村头转了几圈，
去看了柑橘果园、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项
目，几项工作都进展顺利；同时又忙着张罗村里
的扶贫扫尾工程和扶贫迎检准备工作。

“你上新闻联播了”“央视报道你们下庄
啦”……最近，毛相林接到很多亲友发来的微信
祝贺，“还有很多未接电话，我还没来得及看新
闻。”

毛相林说，这份荣誉是对他的鼓励和鞭策，
自己一定会努力把下庄建设得更好。

家庭会议
叮嘱家人要支持他的工作

“今后，我可能更忙，更照顾不了家。”就在
13日回到下庄的当晚，毛相林在晚饭桌上开了
个家庭会议，为家人们分工，叮嘱大家要支持他
的工作，“当了‘时代楷模’，就要有楷模的样子，
我还要为下庄再干几年。”

毛相林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家务活儿都
落在了儿媳和84岁的老母亲身上。只要在家，

毛相林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剁猪草、煮猪食，
吃了早饭就去忙村里的工作。

“妈，你年纪大了，能忙多少算多少。”毛相
林的母亲当过村妇女干部，是共产党员。毛相
林永远记得，自己年轻时第一次交入党申请书
没能入党，是母亲指出他脾气暴躁、工作不踏
实，必须要接受组织考验；修路死了人，是母亲
鼓励他不要泄气，关键要把安全落实好，“妈妈
现在年纪大了，还整天扛着锄头挖地干活。”

老人说，累是累，但能让儿子腾出精力来为
下庄干点事，自己感到很幸福，“儿子去北京领
奖了，我高兴得很，要支持他。”

“其实，我还是可以干些事儿。”毛相林的妻
子表态说，“大家都很忙，平时家里来的人也多，
扫地、烧开水、照顾娃娃这些事，我还是干得下
来。”

最后，毛相林又嘱咐儿子，在果园打粪坑，
一定要注意质量问题，粪水不能漏到河里去
了。对儿子，毛相林是放心的。儿子入党有10
年了，之前在外打工。2012年，村里要发展柑
橘，差技术员，他把儿子叫了回来。现在，儿子
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管理柑橘是把好手。

家庭会议的次日早晨，让毛相林没想到的
是，儿媳向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是儿
媳第二次交入党申请书了，但毛相林觉得写得
还不够深刻，他要求儿媳继续打磨。

这是毛相林从北京回来后收到的第二份入
党申请书。陪他一起前往北京的彭淦，回来也
写了入党申请书。彭淦是下庄的新一代，就在
当地学校代课。他说，打通下庄出山路、帮助他
家脱贫、帮他完成学业，这些事儿让他认识了毛
相林这样的共产党员。他说，自己要入党，也要
为下庄的明天出一份力。

“下庄的未来需要年轻人啊！”毛相林很欣
慰，眼下最紧要的工作就是柑橘销售、“下庄精
神”陈列馆广场建设、人居环境整治，要让在外
的年轻人今年春节回家看到一个崭新的下庄。
他说，“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村建设下
庄。”

□本报评论员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
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
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
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
会宣传发布脱贫攻坚一
线优秀党员干部代表
毛相林的先进事迹，授
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下庄像口井，井
有万丈深。”贫穷闭塞，
一度是下庄人难以摆
脱的宿命。毛相林带
领村民耗费7年时间，6
位村民在修路时牺牲，
以最原始的方式在绝
壁上凿出一条“天路”，
被誉为“当代愚公”。
在毛相林身上，集中体
现了脱贫攻坚一线党
员干部的优秀品格、崇
高精神、奋斗姿态，值
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致敬。

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担任村干部 43 年
来，毛相林坚守偏远山
村，始终把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带领乡亲们
以“愚公移山”般的决心和毅力，不甘落
后、不等不靠，凿通了出山的路，铺设起
脱贫的路，谋划着振兴的路，铺就了通
向幸福生活的道路。他的奋斗脚步里，
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担当与奉献，诠释了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下庄村的发
展变化生动表明，党员干部扎根一线、
冲在最前面，人民群众就有干劲，脱贫
攻坚就有力量。

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熟悉毛相林
的人都知道，他身上有股不认命、不服
输的劲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
长一丈。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
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发展产业

“失败了不要紧，继续干”……正是靠着
这种“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的昂扬斗
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让下庄村在全
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从穷窝窝变成小
康村。脱贫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软肩
膀挑不起这副硬担子。打赢这场硬仗，
迈向全面小康，就要拿出“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拼劲，知重负重、苦干实干，坚
韧顽强地战胜各种困难挑战，啃下最后
的硬骨头。

人民至上，真情奉献。毛相林说
过：“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有事莫
往后头躲，要往前冲。心里要想着群
众，要有一颗一心为民的心。只有这
样，群众才会跟着干。”从凿石修路到脱
贫攻坚，再到谋划乡村振兴，毛相林扎
根基层一线，时刻牵挂群众，展现了真
挚的为民情怀，赢得群众的广泛信赖和
支持。向毛相林学习，就是要坚持人民
至上的价值理念，心里装着人民，始终
做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用心用情用
力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让全面小康得
到人民认可，写下更加温暖人心的发展
故事。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也是最好
的例证。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
段，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呼唤更多
像毛相林这样的基层党员干部。广大
党员干部要以毛相林为榜样，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发
扬“万众一心加油干”的实干品格，保
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顽
强奋斗、攻坚克难，必将不负韶华、不
辱使命，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上谱写“两
大奇迹”新篇章。

向
毛
相
林
学
什
么

11月18日晚上7点30分起，重庆主城都市区中心城
区多个地标建筑亮灯，向“时代楷模”毛相林致敬。

重庆日报记者在江北区观音桥商圈看到，苏宁易购大
楼外墙的LED屏上，毛相林的感人事迹在滚动播放。浓浓
夜色之中，巨幕上“扎根基层一线的脱贫攻坚楷模——毛
相林”几个大字，显得格外醒目，不少路过的市民驻足观
看。市民王雪说，“重庆用点亮城市之光的方式，向‘时代

楷模’表达敬意，既是对‘时代楷模’宝贵荣誉的
肯定，更为我们树起了学习的榜样。”

此外，昨晚江北嘴十屏联动、解放碑环球金融中
心WFC、南滨路皇冠国际灯幕、观音桥天和国际大厦CIC等
建筑以及全市各区县商圈、重要路段LED显示屏也同时亮
灯，向毛相林表达敬意。图为江北嘴十屏联动播放向毛相林
致敬的信息。 记者 崔曜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在巫山县竹贤乡，大巴山深处，有一条被当
地人称为“绝壁天路”的崎岖山道，山下就是下
庄村。1997年起，接任村支书的毛相林带领村
民们在绝壁上开凿了这条“天路”，改变了下庄
与世隔绝的状况。之后，他又带领村民发展起
柑橘、乡村旅游等产业，“绝壁天路”又成为下庄
的小康路。

11月18日，毛相林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
模”称号，其感人事迹再次在我市干部群众中传
播并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向榜样
看齐，以昂扬的斗志奋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有效衔接。

榜样的故事温暖人心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把榜样立起来，他
们的故事不仅能够温暖人心，更能感染人心。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
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辈

人过上好日子’，毛相林这句话让我备受鼓舞。”
11月18日晚，当CCTV1时代楷模发布厅开始
播放毛相林先进事迹时，南川区三泉镇风吹村
驻村工作队员吴萌萌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她
聆听着毛相林绝壁凿路的感言，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下庄的变化让我深深明白甩掉‘穷帽子’
还得拔掉‘穷根子’，只有当‘要我脱贫’变成了

‘我要脱贫’，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江津区鼎山街道滨江社区综合服务专干欧

长君感慨地说，“当代愚公”毛相林不等不靠、敢
想敢干，带领村民向天问路的勇气与坚韧值得
每一位扶贫干部学习。他将以扎根基层一线的
脱贫攻坚楷模为榜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璧山区璧城街道扶贫办主任肖海燕则表
示，毛相林及他所带领的下庄人都是创造奇迹
的英雄，向榜样致敬学习的最好方式是躬身实
践。现在正值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际，越到最
后越要绷紧弦，与时间赛跑，继续巩固和拓展脱

贫成果，建立防止返贫致贫的监测、预警、保障
工作机制。同时，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
指数”。

精神的力量不断生长

近年来，我市涌现出一大批不等不靠、艰苦
奋斗的脱贫攻坚先进典型，他们的事迹，让精神
的力量不断生长。

“因为脱贫攻坚，我和毛相林成了朋友，这
几年每次去下庄村考察、学习，都能感受到下
庄实实在在的变化。”今年才从巫山当阳乡调
至巫山双龙镇担任副镇长、双龙镇天鹅村第一
书记的严克美告诉记者，毛相林坚持苦干实
干，带领乡亲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过上幸福
文明生活的事迹早已根植于每一个巫山人的
心底，“如今我所在的天鹅村虽然已整村脱贫，
但不能松懈，我将以毛相林为榜样，继续扎根
基层、扎根农村，为村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贡献
自己的力量。”

当得知毛相林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后，
曾与毛相林一同参加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的酉阳
车田乡清明村第一书记方文激动不已。“毛相林
的先进事迹我听过很多次，最让我感动的是他
带领村民发展产业的故事。”方文感慨说，毛相
林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在未来的工作中，我要向毛相林看齐，时刻
不忘人民公仆为人民的责任与担当，帮老百姓
办好每一件实事。”

激励起干事创业的热情

当前，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面对最难啃
的硬骨头，“时代楷模”的力量正激励着基层干
部群众，凝聚起磅礴力量。

“我们把毛相林先进事迹和脱贫攻坚紧密
结合起来，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不断提高贫困
地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巫山县县委书记
李春奎告诉记者，在基础设施方面，巫山县将进
一步补齐水、电、路、讯、房等设施短板，保障农

村地区既要有水到户，又要干净卫生；在促农增
收方面，加大对贫困群众的技能培训和转移就
业力度，既注重劳动力转移，让他们能身怀技能
外出务工，也要注重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
特色农业等本地产业，促进农民多渠道增收。
在社会保障方面，强化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
确保贫困群众有地方看病、看得起病，确保不出
现因贫辍学现象。总之，脱贫攻坚越往后走，越
需要各级各部门绷紧弦、加把劲，以更大决心、
更强意志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陈天艳是下庄村驻村干部，2016年大学毕
业后来到下庄与毛相林并肩战斗。“毛相林是村
里出了名的热心肠，义务帮村民盖房，资助贫困
学生读书，每年为因修路失去亲人的村民送去
腊肉香肠……他用真心换真情，当看到他上台
领奖的那一刻，村子里的人都无比激动。”陈天
艳告诉记者，作为新一代下庄人，在以后的工作
中，她会以毛相林为榜样，深入群众，了解群众，
把工作做到老百姓心窝里。

过去，武隆区羊角镇艳山红村人心不齐，发
展滞后，第一书记游四海上任后，融洽了干群关
系，又带领村民发展中药材、优质红薯、乡村旅
游等产业，让村民实现稳步增收。学习了毛相
林的先进事迹后，游四海说：“不怕有个烂摊子，
就怕没有好班子。我将从毛相林身上汲取榜样
的力量，继续带领乡亲们干好乡村振兴这件大
事，将艳山红村建设成为产业旺、百姓富、生态
美的美丽乡村。”

汲取榜样力量 把工作做到百姓心窝里
——毛相林先进事迹在全市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时代楷模”毛相林

最美灯光
为你点亮

““时代楷模时代楷模””这份荣誉属于下庄人这份荣誉属于下庄人
毛相林领奖回来之后说毛相林领奖回来之后说，，还要为下庄的明天再干几年还要为下庄的明天再干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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