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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25日
南方局领导推动万人大游行，以促进政协会议成功

1946年1月25日 为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中央
大学新青社发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等1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举
行万人大游行。游行学生强烈要求“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提出7项国
是主张。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见学生代表，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正
义要求，以共同促进政协会议成功。

1950年1月25日
宝元通兴业公司转为国营，首开全国先河

1950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批准萧则可创办的宝元
通兴业公司转为国营，首开全国私营商业企业转向国营的先河。同年，邓小平同
意胡子昂将自己经营的企业和在企业持有的股票全部无偿交给国家。萧
则可、胡子昂等爱国企业家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为恢复国民经济和社
会主义改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近春节，城口县鸡鸣乡电商范天喜的线
上商店，客户咨询、下单的提示音起此彼伏。
为了满足客户们的需求，他开着车到各个村社
收购农户的腊肉、香肠、干竹笋、干四季豆。

“路通了，产业起来了，生意也就更忙了。”
1月21日下午，范天喜把刚从祝罗村收购回来
的荞麦分装、包装，准备马上发快递。可在3年
前才开张时，他的店并不被亲友看好。

作为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鸡鸣
乡幅员面积87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万多
亩，其中75%的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全乡贫
困发生率达到26.9%；受自然条件和思想闭塞
的制约，全乡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缓慢。

“路不通，卖起老火！”2018年，范天喜只
卖出去一两万元的腊肉，供货的只有自己家
和邻居，共三四户人。近年来，鸡鸣乡的路
修通了，村民可以用车直接将农产品拉下
车，当地还发展起食用菌、山地鸡、竹笋等产
业。去年，范天喜通过网络将价值470万元
的产品销往山外，带动三四百户乡亲增了
收。目前，全乡364户、1493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脱贫。

通道路
“药财”滚滚来

“嘟嘟——”王英恒开着去年才买的皮卡
车，沿着近70度陡坡的山路，轰鸣着直抵海拔
2100米的金岩村九组。车里拉的是曾光全家
的冰箱和洗衣机。

皮卡车稳稳地停在曾家门口，曾光全一家
几口喜滋滋地迎出来，合力将这些“大件”搬进
家。“盼了十几年了，今年总算洗衣服不用僵手
了。”曾光全说。

这片海拔在2000多米的高山台地，因适
宜中药材发展，近二三十年来已发展起木香、
重楼等近万亩中药材，是金岩村六至九组的

“聚宝盆”。但受制于破碎的地质条件，修路的
计划一再被搁置。

“不通公路，蛮造孽的。”九组组长沈贤福
说，村民赶场只能走羊肠小道，下一次山要花
四五个小时。生产要用的肥料、农具，生活所
需的大米、油盐，只能靠人力背或请骡子驮，每
公斤运费2元。一袋10公斤的大米，请人运上
山，就由50元涨到了70元。

“更恼火的是运药材下山！”搬完家什的曾
光全说，烘干后的木香每亩产量350公斤，运
下山每公斤需要运费2.6元。前年，他收获了
两吨木香，运下山卖了2.2万元，但运费花了
5200元，拿到手只有1.7万元。由于背药材下
山实在辛苦，在忙碌的收获季，拿钱也未必有
人愿意干。

在脱贫攻坚战中，金岩村通组公路被纳入
鸡鸣乡的议事日程。经测算，修通这条路要花
4000余万元，即使是最容易实施的方案，也要
啃一段长达6公里的“硬骨头”——在一段近
90度的崖壁上凿出一条路来。尽管修这条路
投资大、工程难度大，但这条路能解决4个组
的农户出行需求，能让山上近万亩云木香外销
不再难，值得！

经过近两年的修建，在经历三四十次因天
气、塌方等造成的停工后，2020年3月，鸡鸣乡
金岩村终于通了毛坯路，皮卡车也第一次开到

山上。
路通了，村民们不断地夸“蛮好”：上下山

的时间由过去的四五个小时缩短到1.5小时，
米、油等生活物资与鸡鸣场镇上价格差不多，
木香也可以就地销售了。道路修通后，上山收
购的药贩也渐渐多了起来，有时一天有三四个
上门，拉走总重七八吨的药材。曾光全家收获
了三四吨木香，就这样在山上就变成了现钱。
如果村民要运下山卖，每公斤的运费也降到了
0.6元，相当于原来的1/4。

“今年开春，这条路马上就要硬化，到时下
山就更方便了，我们发展产业的劲头也会更
足。”沈贤福说，现在他和几位村民一起，正在
试验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天麻和党参，引入设
备监控温度、湿度，准备靠现代科技发“药财”。

近年来，鸡鸣乡在市经信委帮扶集团的
支持下，努力改善路、水、讯等基础设施：实
施通畅工程 58.5 公里，通达工程 53.475 公
里，行政村通畅率达100%；累计投资150万
元，新建饮水池 38 口，全乡集中供水率达
85%以上，解决辖区229户农户饮水安全；辖
区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全面完成，入户通电和
村村通动力电达100%；建成无线通讯基站42
个，行政村光纤覆盖率达100%，300米内20
户以上人口聚居区4G信号网络覆盖率达到
100%，场镇免费wifi全覆盖。

壮产业
抱团发展“金字招牌”

1月22日，天气晴朗。鸡鸣乡场镇半山腰
上，一级级白色石块砌成的梯田中，镶嵌着茂
密的绿色茶树。伴着不远处鸡鸣寺的钟声，这
片新建的标准化茶园，在朔风中正积蓄着生长
的能量。

茶园内，年过六旬的谢艾均正仔细地薅着
草，满头大汗。“以前我们种茶可没这么仔细，
能收多少就收多少。”谢艾均说，“现在不同了，
要把鸡鸣的茶搞起来，必须管细些。入冬前，
我们还给茶园施了有机肥。”

谢艾均曾是泥水匠，在外四处务工。但几
年前，他生了一场重病，失去了劳动力，只能干
些轻活，他家也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只能
靠在鸡鸣乡及其周边打零工维生。

在全乡的脱贫攻坚中，鸡鸣茶被列为发展

的重点产业。2019年，乡里实施国土整治项
目，鸡鸣寺周边 1500 亩坡地被纳入整治范
围。整治后的梯田种上“蒙山一号”“黄山白
茶”等新品种，并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带动周边
茶农实现规模化发展。

“抱着鸡鸣茶的‘金字招牌’，却没把产业
发展起来，会蛮遗憾。所以我们想通过‘抱团’
的方式，扩大种植规模、提升茶叶品质。”鸡鸣
茶叶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王仕刚说。目前合
作社已带动了两百多户茶农，其中贫困户有50
多户。平时则请了十几名当地村民进行管理，
其中有五六名贫困户，每人每天有100元左右
的工钱。“这样，贫困户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
源。”王仕刚表示。

在标准化茶园不远处，是2019年才改造
完成的鸡鸣茶厂。在全封闭式车间内，工作人
员罗建友正在检修绿色的现代化茶叶加工生
产线，为即将到来的采茶季作准备。

“以前的工厂是半封闭式厂房，无法完全杜
绝灰尘，很多工序必须靠‘手动’。”在此工作了
十多年的罗建友介绍，去年，新投入的现代化自
动生产线投用，让鲜叶不用落地就变成茶叶成
品，也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选捡茶叶的工序，
原来10个工人一天才捡50公斤，一台色选机一
天可选捡500公斤左右，还能确保茶叶质量。

茶叶的发展，为茶农带来实惠。今年55
岁的彭贤培，就将整治过的坡地全种上了新品
种的茶叶，面积接近10亩。

“以前每家每户只有1亩茶园，大家都没把
种茶当回事。”彭贤培笑着说，当时茶园一年四
季也没打一次肥，两三年才修剪一次。一年下
来，每亩鲜叶只能卖五六百元，相当于在外面
打两三天小工的工钱。

去年，鸡鸣茶厂第一次用这套设备生产出
的明前茶，售价卖到每公斤两千多元，比原来翻
了一番多。同时，除芽尖茶外，还可以生产普通
绿茶。彭贤培去年5月采摘的鲜叶，以每公斤8
至10元卖给加工厂，每亩能收入1500多元。

为实现产业扶贫、带贫、益贫，鸡鸣乡形成
了3家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建成农民专业合作
社19家，培育致富带头人18名，累计为214户
贫困家庭发放小额贷款1005万元，用于发展
产业。目前，全乡茶叶种植面积4000余亩，直
接带动210户贫困家庭增收；1.4万亩中药材
年产值达2150万元，直接带动47户贫困家庭

脱贫致富；建成年产75万菌袋的香菇产业基
地，全乡香菇产业年产值达620万元，带动26
户贫困家庭增收，同时解决了47名贫困人口
就近就业。

发奖金
“争当贫困户”变“争做脱贫户”

1月22日早上，罗兴玉推着做馅饼的小车
到鸡鸣中心校附近卖早餐。她微笑着给孩子
们煎饼、找钱，看着这些蹦蹦跳跳的孩子们，她
忍不住说：“这多像我儿子小时候呀！”

罗兴玉和唐定军的大儿子在哈尔滨工程
大学读研究生。去年10月，乡政府奖给她家
1500元作为奖学金。

“那天很多人都来恭喜我家儿子得奖学

金，心头高兴得很。我平时不喝酒，但那天专
门去买了点瘦肉炒了一盘，喝了两口白酒。”罗
兴玉还专门打电话告诉了远在东北的儿子。
儿子也很高兴：“这不仅是鼓励我的，也是奖励
妈妈你为这个家作的贡献！”

罗兴玉的丈夫因工伤失去一只手，只能帮
熟人照看工地，每月收入1000元；自己有糖尿
病等多种慢性病，每天都要吃三次药；大儿子
读大学，小儿子上初中，处处都需要钱。

罗兴玉只能连轴转：凌晨四点过起床准备
卖早餐，晚上七点过收摊，准备第二天的材料；
周末回老家照管地里的小菜和玉米、土豆。

“我们一家都得到了政府的照顾。”罗兴玉
感激地说，她以前每个月的药钱都要300多
元，如今办理特病后，两个月才花7元。两个儿
子的学费被减免，生活费也有补助。

“不怕你笑，有时候真是觉得撑不住了，很
想放弃。”罗兴玉抹起了眼泪，“但回转一想，娃
儿这么争气，政府也在不断地照顾我们，又撑
了过去。”

2018年，鸡鸣乡开始向鸡鸣籍的学子发
奖学金：县内学校获校级奖励的，可获50元；
考上本科可获1000元，考上研究生可获1500
元，攻读博士可获2000元。目前已有462名
学子获得了13.8万余元的奖励。

“前几天，我给儿子说，政府和社会这么关
心我们，他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报这份恩。”罗兴
玉还鼓励儿子考博士，拿下2000元的博士奖
学金。

扶贫要实现“志智双扶”，方能斩断“穷
根”。近年来，鸡鸣乡累计投入1000万余元，
新建鸡鸣小学综合楼、翻新了教学楼和学校附
属设施；组建脱贫攻坚政策宣讲队1支，开展

“鸡鸣人讲鸡鸣事”系列宣讲活动27场次；评
选“脱贫光荣户”35户、“鸡鸣最美家庭”486
户、“新乡贤”11名、“卫生之家”412户、“六美”
农家37户；通过爱心积分、红黑榜等多种不同
形式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增强自我造血功能，
辖区贫困群众实现了从“争当贫困户”到“争做
脱贫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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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鸡鸣乡：将绿水青山变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

70岁的龚由全婆婆与81岁的老
伴住在北碚天奇花园，由于儿女都在
外地，平常老两口想吃顿可口的饭菜
都成问题。

“自从天生街道龙溪路社区养老
服务站开业后，我们老两口几乎天天
都到这里来吃饭。”龚婆婆说，这里不
但可以吃到营养可口的饭菜，还提供
免费的血糖监测、健康讲座和互动游
戏，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

完善设施让老有所安

徐培荣和张永碧是一对空巢老
人，自从天生街道青丝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建起后，他们就把“家”搬进了服
务中心，过起了生活有人照料、娱乐
有人陪伴的生活。

在青丝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设有
日间照料区、文教区、棋牌娱乐区、午
休区、膳食中心、长期照护区、短期托
养区、康复理疗区、观影区等多个功
能区域，中心拥有各类托养床位70
余张，而且吃住玩学于一体。

在北碚区金刀峡镇石寨村，有一
个北碚区贫困家庭失能人员集中照
护中心，有1600多平方米，共有床位
74张。除设有标准照护功能区外，还
设有医务室、护理站，有8名护理员、
2名医生，为失能人员提供24小时诊
疗照护。此外，照护中心还建起“一

人一档”健康台账。
已获得5A级养老服务认证证书

的北碚区四联高龄社，是利用废旧闲
置厂房等资源改造为智慧健康型的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在这所养老机
构里，各种智能化的养老设施齐全。

“‘十三五’时期，全区城市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实现了全覆盖，农村养
老设施已覆盖了70%的地区。”北碚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较为完善的
城乡养老设施让老人们养有所安。

创新试点让老有所养

在养老服务上，北碚积极进行创
新试点，探索适合城乡养老的服务方
式，让老有所养。

“在探索养老模式中，我们获得了
第五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优秀。”北碚区民政局负责人说。

在社区服务方式的探索中，北碚
根据不同养老服务站的情况，按“一

站一策”的方式，进行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的探索。社区养老中的“三助”
（即助餐、助浴、助医），就是北碚的一
项创新探索。如天生街道龙溪路社
区养老服务站进行的特色社区助餐
试点，配备有营养师、健康管理师等
专业化团队，以“中央工厂+中心厨
房+社区餐厅+居家膳食”路径模式，
结合三高、咀嚼/吞咽困难等不同人
群饮食特点，开发相应的一日三餐食
谱。目前，社区内的老人每餐只需花

费15元，就可吃到两荤两素一汤的
美味营养套餐。

在农村养老上，北碚也进行了积
极的探索创新。

金刀峡镇60周岁以上困难失能半
失能老人有602人，镇里在区民政局的
大力支持下，依托现有的1个镇级养老
服务中心带动9个村（社区）建立互助
养老点，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机构，开
展“互助+移动”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
让老人们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贴心照护让老有所依

家住北碚北温泉街道雨台社区
城南国税小区二单元的王德志左半
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雨台社区养
老服务站的专业康复师上门为王爷
爷制定了专门的康复训练计划，并且
每天按时有序地进行康复训练。

“在这里，生活起居有人照料，洗
脸洗脚都有人帮忙，一日三餐都有人
送。”北碚区静观镇已103岁高龄失
能老人陈廷雨在石寨照护中心生活
得很开心。

83岁的唐良勋是金刀峡镇响水
村人，身边没有子女和亲人照顾。
2019 年，他被接到石寨照护中心。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以
前都是自己一个人，没有人照顾，生
病了连口热水热饭都没有。自从到
这里后，生活起居有护工照护，一日
三餐都很均衡，生病了有医生来看
病。”他说。

完善的养老设施和创新的服务
方式，提升了北碚区养老服务水平，
让老有所依。

王彩艳
图片除署名外由北碚区民政局提供

北碚 完善城乡养老服务 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北碚区贫困家庭失能人员集中照护中心

“碚”感幸福系列报道之五

老人们在社区养老服务站享用午餐 摄/霍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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