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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赵悦 许舜达

从沪昆高速公路义乌段的
“望道互通”出口驶离，驱车沿
着山脚公路蜿蜒而上，便来到
分水塘村。村里流传着一个家
喻户晓的故事。1920年的一个
春夜，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
久未修葺的柴屋，一个年轻人
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

母亲在屋外喊：你吃粽子
要加红糖水，吃了吗？儿子应
声答道：吃了吃了，甜极了。谁
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
发现儿子嘴里满是墨汁，红糖
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儿子
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

这位把墨汁当红糖吃掉的
人叫陈望道，他翻译的册子叫
《共产党宣言》。墨汁为什么那
样甜？原来，真理也是有味道
的，甚至比红糖更甜。

作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
中文全译本，该书于1920年8
月在上海出版，初版1000册一
销而光。从此，这本小册子在
中国不断传播，影响了一批为
寻找中国未来而奔走的中国共
产党人。

分水塘村一度鲜为人知，
但其所属地义乌，如今以小商
品之都闻名于世。近年来，当
地对陈望道故居进行了整体修
缮，并还原了陈望道在柴屋译
书的场景。2018年以来，依托
红色资源，义乌在当地打造了
一条长达 13公里的道路——

“望道信仰线”，作为义乌十条
美丽乡村精品线之一。

53 岁 的 村 民 陈 华 仙 从
2011年开始，就在陈望道故居
担任管理员。前些年偶有游客
来访，她便承担起了义务讲解
工作。“我爷爷是跟陈望道一起
长大的伙伴，在我小时候爷爷
就经常跟我说起陈望道当年的
故事。但直到我做了讲解员，
才真正了解陈望道，他对真理
的追求和救国救民的初心让我
很佩服。”陈华仙说。

如今，讲解过程中游客提出
的问题，陈华仙都能对答如流。
她翻开角落的留言簿对记者说：

“这些年来瞻仰陈望道故居的人
越来越多，很多单位都来这里上党课。”

以前分水塘村只有一家代销店，随着来瞻仰观光的
游客不断增多，现在不仅有了农家乐和小饭馆，还开起
了望道邮局、进口商品直销中心、麻糖手工作坊、非遗木
刻版画工作室等，2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分水塘村党支部书记陈仕杰告诉记者，就这么一个
小山村，如今村中一半多的村民成了生意人。他们有的
在距离分水塘村20多公里外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拥有自
己的店铺，有的则在当地开办了企业。

从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进行“鸡毛换糖”，到马路
市场、钢棚市场几代摆摊经营，改革开放以来，资源贫瘠
的义乌逐渐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百年前，在义乌闭塞的小山村里，一位满怀救国理
想的年轻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引进了中国。而现
今，并行于“望道信仰线”行驶的中欧班列（义乌），也让
分水塘这个小山村与全世界的联系再度变得紧密。

2014年11月18日，中欧班列（义乌）——“义新欧”
从义乌西站始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
波兰等国家，历时21天，最终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这条全长1.3万公里的中欧班列铁路线，打开了义乌和
欧洲经贸往来的新通道。

“从前的需要，只限于国货就够了；如今却要求国外
的生产品。从前只株守一乡一国，如今却也讲求各国国
民的交际和互助。”时光走过百年，重读陈望道的翻译，
让今天的我们更真切体会到：马克思是对的，真理的味
道是甜的。

意大利的饼干、捷克的水晶杯、土耳其的花生油、巴基
斯坦的毛巾……“义新欧”进口商品直销中心位于分水塘
村核心区的古街上，占地约100平方米，村民和游客在这
里可直接“海淘”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源头货。

“直销中心虽然国外产品很多，但卖得最好的还是
跟陈望道有关的原创设计产品。”店员陈丹感慨地说。

（新华社杭州1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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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三建乡：闯“三关”，峡谷里闯出旅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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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涧”民宿点成为游客“打卡地”。 记者 左黎韵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左黎韵

1月22日中午，丰都县三建乡绿春
坝村炊烟袅袅，依山傍水的保家楼欢声笑
语。天寒地冻的，咋这么热闹？

“是南天湖赏雪的游客顺道来吃饭。”
贫困户谢华玲正在厨房里烧水、切菜，忙
得不亦乐乎，脸上却挂着微笑，“今天中午
就有四桌客人！”

三建乡地处丰都县南部，山高谷深，
海拔从230米急剧提升至1200米，全乡
63平方公里的幅员面积中，耕地面积仅
占20%。过去，因为看不到希望，绝大多
数村民选择外出谋生，留下了大片荒芜的
土地和破败的院落。

“思想守旧、山高路远、民风陈旧，都
是脱贫攻坚必过的险关！”三建乡乡长任
正义介绍，三建乡被确定为市级深度贫困
乡镇后，党群一心勇闯“三关”，依托毗邻
南天湖景区的地利，在峡谷里闯出了一条
旅游路，“累计带动全乡建卡贫困户776
户3146人脱贫‘摘帽’”。

勇闯“思想关”
破落小院变身游客“打卡地”

位于保家楼的“花与涧”民宿点，青石
板、古民居、小桥流水……每到周末，前来

“打卡”的自驾车辆就要挤满道路。
“别看现在游人如织，以前这里却是

院落破旧，鸡鸭随处见、牛羊满地跑，没人
愿意来。”谢华玲的谢二妹农庄就位于“花
与涧”民宿点内。她回忆，三年前，绿春坝
村被定位发展花卉民宿游。不久，就有一
家苗木公司来村里考察。“当时我们都笑
了，这个老板肯定看到保家楼猪粪牛屎
多，种花不买肥料。”

种“三大坨（红苕、玉米、洋芋）”还能
填饱肚子，栽花花草草能当饭吃？面对
村民的“不买账”，乡里干部和驻村工作
队队员“心都揪紧了”——绿春坝村山高
路远，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公司，竟然还不
当回事？

“任乡长，人家是到南天湖耍，难道
还愿意来我们这个穷旮旯看笑话？”任
正义坦言，第一次去村里搞动员，就被
好几位村民把他堵在路上“说聊斋”。
他开导村民说，正因为离南天湖景区
近，才会有游客到三建乡来吃农家乐、
睡农家床、买农产品。任正义回忆，到
保家楼开了七八次院坝会，“同样的话
不晓得讲了好多遍，大家的思想才慢慢
有了转变。”

2019年，保家楼18户村民各自拿
出土地，以村集体的名义入股苗木公
司，很快打造出500亩花卉基地。春夏
之交，百亩花海美不胜收，不仅吸引来
了大批游客，还招来了民宿老板彭红
娟——她先后投入800余万元资金，将
保家楼8座闲置的土墙房承租过来，在
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内部和外观
进行装修，打造出古色古香的“花与涧”
民宿点。

谢华玲有一手好厨艺，见彭红娟的民
宿生意红火，也动了开农家乐的心思。她
向亲戚借了两万元，将一楼一底的农房进
行内部装修，房屋外立面则由政府出资重
新粉刷。此外，政府还结合民宿院落的古

民居风情，为她的院坝铺了青石板小路，
修建了原木亭台，将整个农家乐包装成一
处古朴的田园景点。

“说起开农家乐，我还有个‘丑事
儿’。”2020年国庆，谢华玲接到一位主
城游客定的包席，这是农家乐开业以来
最大的订单。谢华玲不敢怠慢，专门请
来曾在大酒店做过厨师的表哥掌勺，为
每桌客人准备了七八种花样别出的荤
菜。“可客人并不感兴趣，他们跑到我的
菜地摘了新鲜的‘瓢儿白’，让我做清水
煮白菜。”

后来，与游客的交谈后，谢华玲明白
了，城里人是冲着农村的自然、原生态而
来，清淡烹饪的有机蔬菜、土鸡土鸭才是
城里人相中的好东西。

谢华玲粗略估计，自去年9月开张以
来，她的农家乐纯收入已有4万余元。在
保家楼，像谢华玲这样由村民自发开办的
农家乐共有7家。去年，保家楼共接待游
客2.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0万
元。

现在，以保家楼为示范，三建乡周边
的夜力坪、红旗寨、鱼泉子等村庄也先后
引入农业公司，种植青脆李、中笋竹、柠檬
等经济林木，发展以观光采摘为主的农事
体验。目前，三建乡共有40多家农家乐，
其中由贫困户开办的就有10家，户均年
增收上万元。

勇闯“交通关”
村组通畅率达100%

交通困难，一难变万难；公路畅通，
一通变百通。双鹰坝村是三建乡最偏
远的一个村，从乡场镇到村委会全长
13.5公里的油化路，两年前才修好。建
卡贫困户陶昌怀站在路旁不禁感慨：

“现在到场镇卖猪，再不用请人抬猪下
山了。”

这条路是陶昌怀的产业路，更是村里
的旅游路。双鹰坝村地势是“两山夹一
河”，和三建乡其它村落相比，交通条件更
为恶劣。陶昌怀家过去卖猪，要先找个壮
劳力和他一起抬猪下山，再换乘三轮车到
场镇。除去人力成本，他卖头猪最多能挣
五六百元。

层层叠叠的大山，严重阻碍了双鹰坝
村的发展。过了大半辈子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日子，陶昌怀做梦都希望能有大企业
来村里投资，他也跟着“沾光”。

“双鹰坝并非没有资源。”陶昌怀很不
服气。几年前到双鹰坝村里采访，他就告
诉记者，双鹰河流过的地方，有一个未经
开发的大峡谷，两侧是上千米的悬崖拔地
而起，蔚为壮观。“以前来过好几个业主，
最终因为交通不通放弃了。”

在新一轮脱贫攻坚中，双鹰坝大峡谷
被纳入三建乡“一村一特色”旅游规划，准
备作为重点景区来打造。然而，谁愿意来
这个交通闭塞的地方投资呢？

村主任陶小平返乡前曾在江浙一
带承包工程，期间他认识了浙商陈建
华，合作过几次，也算是有些交情。陶
小平跑去浙江招商引资，从政策宣讲到
资源推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
陈建华有点心动，答应先派部门经理前
来考察。

“双鹰村的环境是真好，但交通滞后
是最大的难题。”那天，“客人”到双鹰大
峡谷考察，从乡场镇到村，是10多公里
泥巴路，到了峡谷，则连路都没有了，“客
人”只好在入口处稍作停留，表态模棱两

可：“大车进不来，施工就成问题。政府
和村民对项目有多大诚意，我们就有多
少底气。”

村民们一听，心里凉了半截，认为这
次招商引资又要“泡汤”。谁知没隔几天，
挖掘机开进了山谷，机械轰鸣打破了寂
静，令村民们很是意外又惊喜。

原来，陶小平听出客人“话里有
话”——“只要政府帮忙解决交通，项目还
有得谈。”就将情况如实汇报给乡里，乡政
府随即成立专项小组负责修路。三个月
后，一条宽约五米的双车道油化路就修建
完工，村民们从此告别了肩挑背扛的日
子。

再后来，那位浙商陈建华也真的来到
双鹰坝，签订了投资框架协议，将投资7
亿元，分三期打造双鹰坝大峡谷景区。未
来，这里将建造露营基地、悬岩餐厅、廊桥
栈道等旅游项目，带动上百名周边村民就
近务工。

“修路这事儿，让我看到了党和政府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现在，陶昌怀添
置了三轮车，又喂了六头猪。他说，景区
开建，自己既可以打工，也可以办个农家
乐，让大家吃上土猪肉。“道路通了，财路
也就通了，我也更有信心脱贫致富！”

交通不便，曾是挡在三建乡脱贫攻坚
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为帮助当地村民尽
快脱贫，市人大扶贫集团结对帮扶三建乡
后，将打通农村路网障碍作为了帮助老百
姓稳定脱贫的重要举措来抓。近年来，三
建乡先后整合上千万扶贫专项资金，建设
了一批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截至目
前，三建乡共完成道路改扩建81公里，修
建人行便道 123 公里，村组通畅率达
100%。

勇闯“文明关”
乡村振兴迈好第一步

“罗孃孃，你大清早又沿着公路拣垃
圾了呀，快进来，我帮你积分。”

1 月 22 日上午，廖家坝社区村民
罗素芳路过“新文明实践积分超市”
时，手里还拎着个垃圾袋，里面装的是
沿街拣的落叶和几块被扔在路边的橘
子皮。工作人员严中星接过罗素芳的
卡片，在终端机上轻轻一刷，电脑上立
刻显示：主动打扫街道卫生积 2分、邻
里融洽积2分、不操办不参与无事酒积
2分……

“我在社区做的‘好事’都记在这里。”
罗素芳的拿出的那张看似银行卡的卡片，
是社区发放的积分卡，村民参与新文明实
践可获得相应积分，可用积分在积分超市
换取商品。

廖家坝社区是三建乡场镇所在地，根
据规划，在“一村一特色”旅游格局中，廖
家坝社区被定位为游客集散地。

廖家坝社区驻村第一书记章烈坦
言，场镇居民的文明程度，将成为提升旅
游发展软实力的重要因素。为此，从去
年9月开始，三建乡便在廖家坝社区率
先试点推行积分银行制，制定32条积分
细则，引导社区群众遵纪守法、提升文
明、热心公益，为打造游客集散地提升文
明素质

“小件垃圾随地扔，大件垃圾随处
堆。”罗素芳是“易地扶贫”搬到场镇的
新居民。她坦言，虽然从农房搬进了楼
房，但旧有习惯一时难改，这种情况曾经
在整个安置点都很常见。安置点没有物
管及时清运垃圾，居民间常常为了谁家
垃圾占了道生气斗嘴。“现在想来，让游
客看到我们为垃圾吵架才丢丑哦。”罗
素芳说。

最初，严中星拿着厚厚的宣传册上门
讲解积分规则，罗素芳还颇不以为然。听
说积分能换奖品，她才有了积极性。每隔
几天，罗素芳就会叫上几位邻居，带着扫
帚、垃圾袋到楼梯间捡垃圾、做卫生，结束
后再跑去积分超市，让小严帮忙加分。不
到一个月，罗素芳就积了30分，领到一瓶
洗涤剂。

“没想到讲文明、爱卫生也管钱！”罗
素芳说，最初她只想用积分免费领点生活
用品，慢慢地，自己就不乱扔东西了，还让
家人一起遵守。如今，她看到随地乱扔的
行为，还会主动劝导。“现在我捡垃圾，不
是为了积分和奖品，我要为提升廖家坝社
区文明做贡献。”

不知不觉中，爱护卫生成了罗素芳和
居民们的自觉习惯。三年前，记者到过廖
家坝，到处脏乱差。现在，这里不仅街道
整洁了，环境更美了，乡亲们更从“要我文
明”变为了“我要文明”。

在三建乡，像这样悄然改变的，可不
止廖家坝一个地方。

移风易俗，移的是“歪风”，易的是“低
俗”。如今，文明新风已成为三建乡乡村
旅游的一道美丽风景线，正助力全乡踏实
迈好乡村振兴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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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23日
重庆市第一届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
1950年1月23日至29日 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举行。西南大区及重庆市的党政军领导邓
小平、刘伯承、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等出席
会议。会上，刘伯承作《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
争》的报告，邓小平作《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报告，陈
锡联作《关于重庆市接管工作》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
了有关建设新重庆的212件提案，选举产生了由陈
锡联任主席的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此会的召开，标志着重庆接管工作的胜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