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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丹梅

巫溪县红池坝镇茶山村“茶山书院”
的外墙上，张贴着贫困户的一张张笑脸照
片，当地人把它叫做“笑脸墙”。1月20
日，重庆日报记者见到不少村民挤在这
里，议论着“笑脸墙”上的照片。

“这不是茶山村的‘酒罐子’吴美安
吗？现在他天天在村里卖菜，酒也不喝
了”“那是渔沙村的李总管嘛，过去家家户
户办红白喜事找他，如今家家户户学技术
也找他”……

“有女莫嫁中岗乡，山高路远难见
娘。”红池坝镇原名中岗乡，位于巫溪、云
阳、开州3个区县的接合部，是巫溪县最
偏远的乡镇。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初，全镇
建档立卡贫困户957户、3716人，贫困发
生率高达20.5%。

如今，记者在红池坝镇采访时，入眼
所见却是田间地头的一张张笑脸，那一张
张笑脸背后是红池坝镇自脱贫攻坚以来
发生的喜人变化。

把“乡土味”变成生态经济
连“酒罐子”都吃上了“旅游饭”

“这个人叫吴美安，过去不分昼夜地
喝酒，喝出一身毛病，是茶山村最穷的贫
困户。”茶山村第一书记妙晓东指着“笑脸
墙”上一张村民卖菜的照片说。照片中的
男子年纪六十开外，黝黑精瘦，眼睛笑成
了月牙，连眼角的皱纹都透着笑意。

吴美安年轻时在外打工，40岁那年妻
子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受到打击的他一
个人回到茶山村，打点零工、种点粮食，挣
的钱全用来买酒喝。

自红池坝镇被确定为市级深度贫困
乡镇以来，依托背靠红池坝AAAA级景
区的优势，开始探索“农旅融合、旅为龙
头、农为基础、交通先行、党建保障”的脱
贫路径。

起初，听说村里要搞旅游，吴美安根
本不相信。他逢人便说：“这穷山恶水有
啥好看？”但金竹坪的变化让他傻眼了。

根据红池坝镇山大坡陡、土地零碎的
特点，当地在农户中推行“小组团、微田

园、生态化、有特色”农旅融合发
展之路，通过实施“畜禽入圈、柴
禾归位、瓜豆上架、蔬菜成行、卫
生上榜”来整治农村环境脏乱差，
同时保留农村特有农耕文明和乡
土元素，变农田为景观、让生活成
风景。

这条路子到底能不能走通？
龙台村5社的金竹坪便是试点区
域之一。金竹坪成立了合作社，把
村民入股的闲置房屋改造成民宿，
还建起了茶叶加工车间和竹木加
工厂。自2019年 7月运行以来，
合作社累计营收突破150万元，
带动25户建卡贫困户实现户均
增收7000元以上。

吴美安所在的茶山村也发
展起了乡村旅游，茶山至九坪
农旅融合示范片还成功创建
“红池云乡”AAA景区。目
前，全镇已建成农旅融合示
范片7个，乡村民宿示范户

50余户、床位390余张。全镇建成了64
公里“一横一纵”旅游干线公路，不仅让红
池坝镇和红池坝景区融为一体，未来还将
连接云阳、开州，助推巫溪红池坝—开州
雪宝山—云阳龙缸景区联动发展。村里
的游客越来越多，在村干部的动员下，吴
美安把自家几亩地都种上了蔬菜，每天挑
着菜卖给农家乐和游客，收入不错。

“现在忙得来没时间喝酒了，我喝这
个！”吴美安举起一个搪瓷缸子“咕咚咕
咚”喝起水来。搪瓷缸子是政府奖励的，
他指着上面“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
是干出来的”一行字念了起来。吴美安
说：“喝这个比喝酒带劲儿，让我明白了脱
贫还得靠奋斗！”

把产业“扎根”在村里
红白喜事“总管”改行当了农技员

“这是李总管，渔沙村的名人嘛。”“笑
脸墙”上的另一张照片，吸引了好几个村
民围观。记者好奇走上前一看，这张颇
有“人气”的照片主人公是位头发花白的
中年男子，他正在辣椒地里教村民使用
喷雾器。

李总管名叫李志贤，为人热心爱帮
忙，过去在村里帮村民操办红白喜事，是
当地有名的“总管”。但李志贤其实是个
贫困户，他本人股骨坏死，加上两个女儿
读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市农业农村委扶贫集团结对帮扶红池坝
镇后，围绕旅游这个“龙头”，为当地规划
并发展了茶叶、核桃、脆李、中蜂、中药材、
草食牲畜等特色产业，并通过合理布局，
将山区“高中低”立体气候转化成了特色
产业上市“早中晚”的市场优势。

一批农技专家来到了偏远的红池坝
镇，教村民科学种田。但在家的村民多是
老人，接受不了新品种、新技术，产业虽然
进了村，却“扎”不下“根”。巫溪县委常
委、红池坝镇党委书记王仕杰说，有个60
多岁的老人种了2亩加工型辣椒，却因不
识字，把杀虫剂当成了除草剂，2亩辣椒全
部绝收，老人伤心不已。

如何把产业真正“留”在村里？王仕
杰介绍，红池坝镇依托市农业农村委扶
贫集团，重建基层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一
是推行田管“三统三代”（政府统一购买
技术服务、统一采购种苗农资、统一开展
田间管理，对无劳动力的贫困户由村集
体或专业合作社代种代养代销）；二是在
每个村建一支留得下来的农技队伍，以
此来让产业“扎根”。全镇建起了13支本
土农技服务队，培育了46名有能力、有意
愿干事的本土农技人才，李志贤就是其
中之一。

自从改了行，李志贤专心跟市农科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派驻到渔沙村的第一书
记刘吉振学技术。他带头种了3亩辣椒、
1亩生姜，还在辣椒地里套种了2亩西瓜，
一年下来仅种地的收入就达到1.4万元。
周围的村民见他地种得好，都上门来学，
有什么农技问题三天两头来找他。李总
管就此变成了“李农技”，家里依旧门庭若
市，照片上讲的就是这件事。

按照科学方式搞种养业，大山深处的
“巴掌田”也能种出“金疙瘩”。铁岭村是
红池坝镇最偏远的山村，最低海拔在800
米以上，常住人口200多人，近一半在外
打工。自从产业和农技员进了村，铁岭村
依托广袤大山的有利条件发展中药材，种

下640亩独活。2020年，在家的61户村
民仅种植独活一项，每亩收入便达到
3000元，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贫困户
段绍从一家人发展了32亩独活，加上养
牛、务工等，去年收入15万元以上。他不
但脱了贫，还光荣地上了“笑脸墙”，成了
村里的“致富明星”。

产业的“扎根”有力地带动了贫困户
脱贫增收。王仕杰介绍，目前，红池坝镇
粮经作物种植比由7∶3调整至2∶8，实现
了贫困户产业100%全覆盖。2020年红
池坝镇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11815元，
是2014年的3.6倍。

老百姓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机关食堂出了桩“苞谷谜案”

照片墙上，有张老两口的合影——老
婆婆拎着一大把苞谷，老爷爷拄着拐杖，
两人并排站着，笑得十分开心。配的文字
也很有意思——《机关食堂的苞谷“谜
案”》，这是怎么回事呢？

红池坝镇机关食堂的工作人员说，
2020年8月5日一大早，他们来上班时，
发现食堂门口有个硕大的尼龙口袋，里头
满满地装着苞谷，足有七八十斤。他们以
为是附近村民顺手寄放在这的，便没在
意。谁知等了一天，也没人来认领。大家
四下打听苞谷的来历，这才辗转打听到是
渔沙村的贫困户刘德沛老两口托人送来
的。

刘德沛今年快70岁了，身患二级肢
残，平时靠拐杖出行。他为啥要送这么多
苞谷到机关食堂呢？原来老两口过去住
在老旧的土坯房里，墙透风、顶漏雨。自
从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镇、村两级的
干部经常上门，刘家通过危旧房改造整治
了房屋，老两口还在村里的辣椒基地务
工，享受到了医保政策，看得起病、吃得起
药。老两口思来想去，觉得无以为报，便
清早起床把自家种的苞谷掰了一大口袋，
托人送到镇机关食堂，想让大伙儿都尝一
尝。

像这样的事，在红池坝镇并不稀奇。
记者了解到，自从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
来，一大批党员干部扎根基层一线，深入
农村走访，他们把群众的事当成天大的
事，化民忧、解民难，成为老百姓的贴心
人。

墙上还有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一封手
写信，信纸上按满了红手印，这是金家村
91名村民联名写来的感谢信。2019年8
月，他们听说市畜牧科技学院派驻该村的
第一书记李伟快要结束驻村工作回到原
单位后，连夜写下了这封感谢信。

李伟到金家村任第一书记后，帮大家
改造危旧房、发展产业、修路架桥、搞集体
经济，走遍了每一户村民的家。村民们有
急难事儿找到他，他都当成天大的事来
办。用村民杨自俊的话说：“有啥事儿了
他（李伟）都帮着解决，办不成的事儿，想
方设法也在解决。”听说他要离开村子了，
村民们舍不得，便写下了这封满载情意的
感谢信。

信中，村民这样写道：“我们想把他
留下来！但我们知道，这会贻误他的前
程……李伟，你回去后，会留下我们久久
的思念……”最终，李伟没有走。现在，他
正为金家村的乡村振兴而忙碌着。

在红池坝镇，党员干部成为带领群
众脱贫增收的主心骨，发挥了坚强的战
斗堡垒作用。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过

去满脸愁容的红池坝镇村民鼓起了发展
的心劲。如今，全镇“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实现动态清零，9个贫困村全部销
号，贫困户1329户、5121人全面稳定脱
贫。

“笑脸墙”上还有一封信，是老上访
户袁伍敏写的。过去，他因年轻时做公
路养护员的待遇问题多次上访，当地干
部怎么做工作他都想不通。现在，村里
变了样，家门口就能挣钱，亲身感受到
家乡巨变的袁伍敏终于打开了心结。只
有小学文化的他亲笔写了封感谢信。在
信中，他这样写道：“好钢安在刀口上，
红池坝镇的农民真是梦想成真得救
星。”

□新华社记者 郭敬丹 吴振东

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会址，
9191.4万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许多人为“打卡”而来：最多时一年有近
147万参观人次的红色地标，我也一定要来看
看；

许多人心怀崇敬而来：面向党旗，我要在初
心始发地重温入党誓词；

许多人带着思考而来：迎来第一个百年的
中国共产党，伟大创业究竟何以成功？

1921年，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共一大
代表，在18平方米的房间内酝酿了“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改变。

相隔一个世纪，今天的年轻人在讲述历史
的过程中传递初心，也在工作的思考中收获成
长。“我要当好‘翻译者’，把红色历史立体、有重
点地呈现给观众。”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90
后”讲解员李欣曈说，“如果能让参观者在听了
讲解后，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有自己的
感悟，这就是我无上的荣耀。”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李大钊用
过的打字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有12万
件馆藏。纪念馆副馆长徐明说：“我们在这里守
护精神家园，要让建党时期的文物、情景‘说
话’，用生动的故事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纪念馆有一支“党的
诞生地”志愿服务队，从资深党务工作者到初出
茅庐的年轻人，从帅气挺拔的武警战士到尚未走
出象牙塔的学生，讲解词他们熟稔在心，并把对
于初心使命的感悟带回自己的工作生活中。

讲故事的方式也越来越多。2020年，纪念
馆讲解员“变身”主播，通过网络直播带着观众

“云逛馆”；纪念馆与航空公司合作，把“镇馆之
宝”《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带上万米高空，在航
班上为乘客讲述建党故事；“望志路106号”冰
箱贴、“树德里”笔记本、放有“密函”的文创套
盒……纪念馆文创团队开发“又红又潮”的产
品，让红色历史传播拥有新载体。

值得期待的还有更多。2020年11月17
日起，中共一大会址及原展厅暂停对外开放实
施修缮改造。目前，修缮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
清水墙、屋顶瓦片、门楣雕花等都将在“修旧如
旧”原则下重新复原，让百年石库门老建筑以新
面貌迎接建党百年。

紧邻会址，备受瞩目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也
在加紧建设。新的基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
3700平方米，将聚焦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上
海的革命实践，展出各类展品超1000件，其中
实物展品600余件。

建成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将由中共一大
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部分组成。其中新
建展馆总建筑面积约9600平方米，包括基本陈
列展厅、报告厅、观众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今
年5月，中共一大纪念馆拟试运行，“七一”前正
式开馆。

“届时，新老建筑将横跨兴业路两侧，形成
开放式、街区式博物馆。”徐明说。

中共一大会址旁，繁华时尚的新天地商区
人来人往。红色历史就在这里，从未走远；红色
基因已深入城市肌理，在“新天地”中焕发出历
久弥新的生命力。

（新华社上海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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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脸墙”上的脱贫故事
——看巫溪红池坝镇脱贫攻坚中的最美表情

▲

这是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内展示的李大钊用
过的打字机（2020年11月
13日摄）。

▲观众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参观（2020年11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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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照片墙上展示的脱贫故
事。 记者 龙丹梅 摄/视觉重庆

▲这是中共一大会址
（2020年11月3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