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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谭畅 刘良恒

甘厚美老人如今最喜
欢的，就是天气好的时候，
坐着轮椅去秋收广场晒晒
太阳，回忆往昔峥嵘岁月。

1927年出生于湖南省
浏阳市文家市镇大成村的
他，与秋收起义“同龄”，从
小就听村里老人讲述秋收
起义的故事。

大寒时节，万物蛰藏，
文家市镇的秋收广场愈显
庄严肃穆。

广场东南方，以工农革
命军第一面军旗、万里长
城、毛泽东诗词《西江月·秋
收起义》为主要元素的“光
辉起点”红旗雕塑异常醒
目，展示着这个湘赣边乡镇
的红色基因。

1927年，大革命宣告失
败后，中共中央纠正右倾机
会主义错误，走上独立自
主、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斗争之路，并决定在工农
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
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
收起义。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
旧址内的红军标语走廊
上，一条条革命标语依稀可
辨——“工农兵团结起来实
行武装暴动”“工农武装起
来组织工人纠察队”“拥护
中国共产党”“红军万岁”。
这是秋收起义前后湘赣边
界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的生
动写照。

1927年9月9日，秋收
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共
5000余人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起义，计划从三个
方向合攻长沙城。

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描述：“军叫工农革
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
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
暴动。”

然而，由于敌强我弱，各路起义进攻受挫，起义部队
人数锐减至1500余人。时任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
的毛泽东当机立断，于9月17日命令各团向浏阳城东南
的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
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进攻长沙，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
农村去发展。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
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从此，中国革
命踏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星星之火
逐渐发展成燎原之势。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建设了一支
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
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党组书记、文家市镇党
委书记谢波表示，作为秋收起义会师地，文家市镇有着光
荣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也度过了漫长的
艰苦岁月。如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文家市老区群众正
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通过因户施策，积极发展
产业扶贫项目，我们镇555户贫困户已稳定脱贫。”谢波
说。

文家市镇是浏阳市首个财税收入过亿元的乡镇，但
其下辖的岩前新村由于地处偏远、人均耕地面积少、林地
开发率低，曾是省定贫困村。张运通家更是村里最贫困
的家庭之一，“最困难的时候，看病都没钱”。

2014年，张运通家被纳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
户。当地党委政府首先为他申请危房改造补助，建成新
房。有养蜂经验的张运通还拿到了贴息贷款，逐步扩大
养蜂规模，2015年顺利脱贫。如今，他已开上小轿车，家
里日子越过越红火。

从小接触红色文化，甘厚美1948年踏上革命道路。
在解放战争九死一生的战火硝烟里，他立下一等功1次、
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退伍后，甘厚美扎根湘赣边，
在文家市搬运队、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文家市煤
矿等基层单位默默奉献。

“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很多老党员、老战士都牺
牲了，绝不能忘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英勇贡献。”甘
厚美时常教导儿孙，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不忘来时路。

（新华社长沙1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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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丹梅

“比如大家熟悉的熏制腊肉，并不是熏
制得越久越好，熏制时间过长容易导致过
氧化值超标，那就不能卖了……”1月 26
日，巫溪县天元乡万春村村会议室，一堂大
学课程正在进行。

这是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农产品加工与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专业高职扩招生班。授
课教师是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派驻万春村的
第一书记谭鹏昊，讲台下的学生有村干部、
致富带头人、种养大户……他们都是地地
道道的农民，在完成3年的课程并修满学
分后，他们可以和在校高职生一样拿到大
专文凭。

天元乡位于巫溪县西北部，曾是当地
贫困程度最深的乡镇之一。2014年，全
乡9个行政村共识别出6个贫困村、建卡
贫困户612户 2212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28.59%。外出务工是当地农民主要的经济
来源方式，在家的农民没有能力和心劲儿
改变家乡。

扶贫必扶智!要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不但要富村民的“钱袋”，更要富村民
的“脑袋”。被确定为市级深度贫困乡镇以
来，天元乡在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的基
础上，依托市教委扶贫集团，打响了一场以
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技能的攻坚战，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
和中坚力量。

如今，天元乡累计减贫 733 户 2577
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建档之初的
28.59%下降为零。

把大学办在乡村
熏好腊肉也是一门学问

天元乡距巫溪县城75公里，海拔在
625—2280米之间。全乡幅员面积213.29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仅2.69万亩，山大坡
陡、土地零碎，当地村民靠种植苞谷、洋芋、
红苕“三大坨”为生，在石头缝里“刨”饭吃。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天元乡也一天天变得更美好。

但比起改善基础设施来，更难改变的
是村民的“脑瓜子”。谭鹏昊所在的万春
村，依托当地农民养猪的习惯和重庆三峡
职业学院的技术优势，发动村民入股成立
了万春腊肉加工厂扶贫车间。

为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车间在生产
前就先拿到了几十万元订单。谭鹏昊本人
是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的教师，理论和实
践经验都有。按理说只要按订单生产就稳
赚不赔，但在生产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意料
之外的困难。

“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做腊肉，大
家都觉得自己有手艺、有技术，根本不接受
用标准工艺搞生产。”谭鹏昊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比如，村民们普遍认为腌制腊肉就
得多放盐，腊肉熏制时间越长就越香。村
民们对于低盐、排酸、风干等健康理念和标
准工序不理解也不接受，总是按自己那一
套来操作。

一开始，谭鹏昊要求大家按照50公斤
肉用1.5公斤盐的标准腌制腊肉，但有的村
民仍旧按照习惯大把抹盐，盐不够还自己
花钱买来补上。按车间要求，腌制后的鲜
肉要风干到一定程度后再进炕房，但负责
烘干的技术员认为这纯属多此一举，悄悄
将没风干好的鲜肉送进炕房，导致生产出
来的1000多斤香肠后来出现返酸，被消费
者全部退货。

腊肉太咸没人买、香肠返酸要被退
货……几次“事故”后，村民们才意识到祖
辈留下来的传统工艺要与消费者的需求衔
接，“山货”才能变成商品，不少人有了“本
领恐慌”。而谭鹏昊也意识到，只有全面提
升农民综合素质和技术技能，才能帮助他
们转变理念，对接市场。

2019年4月，重庆三峡职业学院乡村
振兴学院天元分院正式成立。学院根据天
元乡9个村的产业发展情况，针对性地开
展培训，把“学校”开设在天元乡的田间地
头，不但教农民种养技术，也传递先进的农
业经营理念。

在此基础上，依托国家高职院校扩招
的契机，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鼓励当地村民
提升学历。2019年，43名天元乡村民通过
考试，成为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的学生。由
于其中39人报考的是食品加工类专业，因
此，该学院专门在天元乡设置了大专学历
教学点，把大学办在了乡村，采取网上教学
和送教上门的模式方便学员半农半读。
2020年，天元乡又有11名农民通过考试成
为在读的大学生。

经过系统培训后的村民，开始严格按
照标准化工艺来生产腊肉，无害化熏烟技

术、低盐腌制技术等标准生产工艺被村民
接受，万春村的腊肉品质越来越好，生意
一天天红火起来。2020年，万春村销售香
肠腊肉9万多斤，销售额530余万元，实现
村集体经济增收6.3万元，全村农户通过
生猪养殖、就业、分红实现户均增收1万余
元。

中药材育苗亩产上万元
石头缝里也能“刨”出小康来

课堂上有个30来岁的年轻人，坐在
第一排，上课时总是一笔一划地记着笔
记。他是新田村的村主任刘明，2020年
考上了这个高职扩招生班，是班上的“新
学员”。

刘明是新田村人，16 岁就外出务
工。“没得学历，在外头只能干苦力。”刘
明告诉记者，他打工期间进过矿山、搞过
旧房拆除，还在建筑工地搬过砖。2013
年，刘明觉得一直在外干苦力活也不是
个办法，便回到家乡发展，后来被选为村
干部。

新田村是天元乡海拔最高、最偏远的
村庄，虽与城口县的厚坪乡接壤，却不通公
路，是个“断头村”。村民靠一条挖出来的
毛公路出行，大货车根本进不去。

刚任村干部时，刘明立下个心愿：争取
十年内出村的毛公路能硬化，这样村里发
展产业就有了希望。没想到新一轮脱贫攻
坚开始后的第二年，出村毛公路就变成了
水泥路，之后，这条水泥路又进行了拓宽和
油化，公路社社通畅、户户通达，村民们有
了发展产业的愿望。

天元乡党委书记林永介绍，依托当地
特点，天元乡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将农特
产品定位为“多品种、小规模、高质量、好
价钱”，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特色水果、
中蜂、草食牲畜4个万级产业，并根据每个
村的不同特点，打造了8大扶贫车间、9个
扶贫基地，实现了“一村一品”。同时，市
教委扶贫集团组建了161人的专家库，涉
及养殖、种植、建筑等专业，根据需求在天
元乡开展培训，为每个村的产业发展培育
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高
素质农民，使其成为未来乡村振兴的中坚
力量。

依托当地有中药材种植的传统和海拔
较高的特点，新田村重点发展中药材产
业。过去，新田村家家户户都种独活。这
种中药材每年2月打个窝，栽棵苗，当年11
月份便能收获，管理比较粗放。但商品独
活的价格受市场行情影响大，附加值不高，
天元乡便通过产业扶持办法，鼓励村民进
行独活育苗，提高附加值。

一开始，村民不愿意，因为育苗是个
技术活，对于管护的要求比较高，种植前
必须把土块一块块敲碎，锄草只能靠人工
一根根拔……稍有不慎，便没有收成。农
技专家针对村民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实际
问题，多次现场教学，为大家消除后顾之
忧。2020年，新田村的独活育苗发展到
400余亩，商品独活发展到1000多亩，新
田村仅独活产业一项产值就达到500余
万元。

产业的发展有力带动了贫困户脱贫增

收。二组贫困户王孝忠一家5口，妻子陈
安培一个人在家照顾母亲和两个小孩，原
本在外打工的王孝忠因患肺病不得不返
乡，一家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自从村里
开始发展产业，王孝忠一家种了3亩商品
独活，5亩独活育苗，还养了50桶中蜂，
2020年光是卖独活苗就收入5万多元，一
年下来两口子收入近10万元。

眼见村里的产业发展了起来，刘明等3
名新田村的村干部一起报名参加了高职扩
招生班，并顺利通过考试被录取。过去刘
明的愿望是十年通公路，现在他有了新愿
望——通过学习掌握食品安全和加工知
识，在村里发展中药材加工，提高独活的附
加值。

“依靠科学种地，石头缝里也能‘刨’出
小康。”刘明说。

电商赋能乡村振兴
山货变成抢手网货

随着电商的触角延伸到农村千家万
户，一批有创业精神和技能的农村电商带
头人正在引领乡村新变化。

1月24日晚上10点，李美好发了个朋
友圈：“24个小时，干了12万！”喜悦之情，
溢于字端。

那天，入驻京东电商平台两个多月的
“中国特产·巫溪扶贫馆”迎来单日最高销
量：当天成交2700余单，成交总金额12万
余元。

26岁的李美好是重庆天谷元乡商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谷元乡公司）负责人。
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由天元乡9个
村集体各出资30万元入股，采取“公司+村
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经营。天元乡万
春村的腊肉、宝坪村的香菇、香源村的蜂蜜
等农特产品，便是依托天谷元乡公司走向
全国各地。

“‘天谷元乡’是天元乡着力打造的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成立天谷元乡公司的
目的，一是为了畅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

里’，二来通过公司化运作，逐步提高天元
乡农产品商品化率，推进天元农业产业向
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林永介绍。

天谷元乡公司成立后，围绕天元乡特
色产业，共开发了蜂蜜、腊味、干货、生鲜、
五谷杂粮等38个特色商品。同时，公司也
负责电商平台建设。2020年4月，“天谷元
乡特产店”在淘宝正式营业，第一个月销售
额仅13万元左右，当时的产品以天元乡的
腊肉、香肠、萝卜干、香菇、木耳、蜂蜜等农
特产品为主，推广方式主要靠花钱买流
量。年轻的李美好只有短暂电商从业的经
历，心里很着急。

针对农村电子商务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当地多次开设针
对性的电商培训课程，并组织李美好等
一批农村电商带头人去万州、重庆主
城、山东等地学习电商平台运营知识。
慢慢的，这个原本只有两个人的公司壮大
到11个人，还先后入驻了善融商务、京
东、淘宝等电商平台，运营方式也从一
开始的购买流量变成了带货直播等多渠
道推广。

由于采取的是“公司+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公司的收益与村集体
和农户挂钩。为了保证商品品质，天元乡
健全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自主开发了农
产品溯源系统以及手机App客户端，为全
乡农产品逐一定制二维码，实现“从田
间到餐桌”全过程监管。各村集体负责生
产和监管产品质量，天谷元乡公司负责销
售和售后服务，以此实现专业化、市场化
运作。

去年底，天谷元乡公司还得到巫溪县
扶贫办授权，运营京东“中国特产·巫溪扶
贫馆”、“中国社会扶贫网重庆馆巫溪县贫
困户专区”，目前各类平台月销售额50万
元以上。

去年，天谷元乡公司线上线下销售额
达1900余万元，销售商品也从天元乡特
产扩大到巫溪县的扶贫产品，其中线上
销售近400万元，有力助推了当地脱贫攻
坚。

把“大学”办到田间地头
——看巫溪县天元乡如何培养高素质农民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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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29日

陈毅、周钦岳等由上海到达重庆
宣传进步思想

1922年1月29日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
表陈毅（1920年由成都留法预备学校赴法）、周钦岳
等由上海到达重庆。2月3日，陈毅、周钦岳等发表

《留法勤工俭学被迫归国后宣言书》，揭露留法爱国
学生因反对北洋政府出卖川、滇、粤、桂四省路矿权
等卖国罪行，而横遭中法官方共同迫害的事实真
相，呼吁社会各界支持爱国学生行动。此后，陈毅
经蔡和森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受聘担任

《新蜀报》主笔，积极投身到宣传进步思想和反
帝反封建斗争中。

1月26日，巫溪县天元乡万春村,谭鹏昊老师正在给重庆三峡职业学院乡村振兴学院天元乡分院的村民学生上课。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1月25日，巫溪县天元乡天元村直播销售中心，通过专业培训的村民何峰坪正准备上
直播平台推销当地土特产。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