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4日，2019年重庆交通工作会召开，总结2018
年全市交通工作成绩，部署和安排2019年全市交通工作。
副市长陆克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记者 杨永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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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工程中的特大铝锻环
在西南铝加工厂研制成功

1990年2月2日 国家重点工程
中的特大铝锻环在西南铝加工厂研
制成功，它是连接卫星、整流罩及运
载火箭的关键部件。它的研制成功，

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火箭制作工艺的
空白，对提高我国航天技术、打入国
际市场对外发射卫星等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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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时节临近立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三义乡莲花村，19个羊肚菌种植大棚沿着山
势分布，村民们在大棚内外忙碌着。

“忙完这一阵，就等着三四月份采摘羊肚
菌了。”自“受邀”来到偏远的莲花村，羊肚菌
种植能手侯春均就扎根在了武陵山深处，让
羊肚菌种植基地一亩地产值超两万元。因为
把羊肚菌“种”成了好产业，2019年10月，侯
春均被三义乡党委政府聘为莲花村的“产业
村长”。

三义乡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山高坡陡、交通不便，产业扶贫难度不小。

“群众脱贫快，得靠能人带。”三义乡驻乡
扶贫工作队队长王祖勋坦言，该乡紧扣中药
材、高山蔬菜经果、特色养殖等脱贫主导产
业，选择懂产业、懂技术、懂市场，在相对应的
村有产业基地，具备一定实力和奉献精神的
产业能人担任“产业村长”，“‘产业村长’是荣
誉性质，不属于村支两委实职干部，不纳入乡
村干部考核，不领取报酬。”

在侯春均等几名“产业村长”的带领下，
三义乡村民脱贫致富的劲头更足了！

产业扶贫资金折股量化
羊肚菌种植让村民家门口上班

已与羊肚菌打了多年交道的侯春均，对
这个产业的各种门道摸得很清楚。“如果光是
种植，三义乡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没有任何优
势。”侯春均决定，要搞就要搞全产业链，三义
羊肚菌产业才有前景。

2018年，侯春均带着资金、项目，在莲花
村800多米高山上建起了羊肚菌标准化种植
基地，乡里则帮助他申请扶持资金，用于补贴
建设羊肚菌产业基础设施。羊肚菌种选育
室、种植大棚、食品加工车间等一一落成，羊
肚菌面、菌汤罐等产品研发成功，莲花村羊肚
菌产业初具规模。

受聘为“产业村长”后，侯春均觉得自己
的担子更重了：“不能光想着自己做大做强，
还要想着怎么帮全村搞好产业，拓宽老百姓
增收门路。”

为此，侯春均和乡、村干部一起谋划，将
部分产业扶贫资金折股量化给村集体和村
民。村集体占股30%，公司占股70%，村集体
每年保底分红不低于3万元。

“靠着股权合作，2019年实现了头年分
红，村集体和村民股权收益3万多元。”莲花村
驻村扶贫第一书记金辉介绍，虽然2020年的
分红还未结算，但肯定能超过3万元。

当然，村民的收益远不止于此。
羊肚菌从育种到采摘，需要5个月时间，

这期间育种、种植、采收、烘干……各个工序
都需要劳动力，包括30多名贫困人口在内的
村民常年在基地务工。去年，公司给莲花村
村民的劳务支出就有15万元。

“现在我们两口子都围着羊肚菌转，在家
门口上班了，每人每月有2000多元收入。”70
岁的贫困户王胜权笑着说，他们一家还在
2019年8月搬离了建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
木房子，搬进了位于莲花村安置点的一楼一
底新房。

如今，三义乡已有260余户村民靠着羊
肚菌产业链脱贫致富。侯春均又开始探索技
术扶贫，从云南请来了在读博士专门帮村民
用生物制剂改良土壤，并免费提供菌种，“这
样，无需大棚，村民自己也能种羊肚菌，公司
包销路，一同闯市场，又能给村民增加一笔新
收入。”

发展中蜂养殖
村民每月有工资年底能分红

三义乡弘升村六组山坡上，90个蜂箱整
齐排列。54岁的贫困户龚正文正挨个检查着
蜂箱：“天冷了，蜂子没地方采蜜了，要看下每

个箱子里的蜂糖够不够蜂子过冬。”
在“产业村长”王子高的帮助下，弘升村

成立了彭水县宏升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村里发展了690群中蜂，分布在村里7个集
中养殖点上。

弘升村党支部书记刘明华介绍，为了照
看这690群中蜂，村里聘请了龚正文等7人为
管护员，其中有4人为贫困户，每人每个月工
资为1500元。

与莲花村将产业扶贫资金折股量化给村
集体和村民不同，王子高的重庆子高中蜂养
殖有限公司承包了弘升村7个点的690群中
蜂。

“每年每个点给村里150斤蜂糖，按100
元一斤算就是1.5万元，靠这7个点，村里就能
收入10.5万元。”王子高介绍，除此之外，7个
管护员每年的工资也由自己支付。

不仅在弘升村，王子高在被聘为“产业村
长”的当年，就在三义乡莲花、龙洋、弘升等村
带动村民发展中蜂1800多群，年产蜂蜜两万
多斤，338户贫困户受益。王子高说，目前三
义乡年产蜂蜜超2万斤，产值200多万元，“按
照利益联结机制，贫困户可以分50%，那么
338户就可以分到100多万元，平均每户有两
三千元。”

而在弘升村，村集体收入的约55%将分
红给112户入股村民，其中贫困户有72户。

“每个月有工资，年底还能分红，日子是越
过越好了。”生活日益改善，也让龚正文在管护
好中蜂养殖点的同时，想为村里做点事情，“我
就去认领了个‘池长’来当，为大家管好水。”

地处喀斯特地貌区的弘升村自古缺水，给
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2020年7月，
乡里投资71万元，从三义乡龙阳村1000多米
高的大白岩崖壁上引来了溶洞水，解决了弘升
村四、五、六组112户、264人的用水问题。

为了管好用好供水设施，村里施行“池长
制”，每个“池长”管护一口蓄水池，负责蓄水
池的杂物清理、设施设备维护等工作。

“当‘池长’没得一分钱收入，但能给大家
做点事情我就高兴。”尽管自己管护的蓄水池
容积仅为50立方米，但龚正文依然一丝不苟。

免费供苗保底回收
辣椒种植带来红火生活

午后，阳光透过天窗，洒落在重庆彭椒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位于三义乡小坝村的辣椒加
工厂房里。这里红色的辣椒堆积如山，一如
村民红火的生活。

辣椒堆里，张春花正和几名村民一起分
拣着辣椒。

从事辣椒生产和初加工15年，张春花
在彭水朗溪乡、龙塘乡、普子镇、鹿角镇、太
原镇等 15 个乡镇发展辣椒种植基地上万
亩，覆盖种植户5000多户，实现每户增收两
万多元。

2019年，作为三义乡媳妇的张春花接到
了三义乡党委政府的邀请，聘请她为小坝村

“产业村长”，请她回乡发展产业，带领村民增
收致富。

“嫁到三义，我就是三义人，为家乡做点
事是应该的。”当年，张春花就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的模式，在三义乡带动村民种植辣
椒和高淀粉红薯1200余亩，“辣椒和红薯苗
子都免费提供，并提供技术培训、专用肥，与
村民签订保底价格回收。”

为了解决辣椒保鲜问题，张春花又在三
义乡小坝村修建了2000多平方米的辣椒加
工厂房，购买了6台半自动烘干设备。

在张春花帮助下，小坝村一组贫困户李
绍泉2019年种了6亩辣椒，收入4万余元。
2020年，尝到甜头的李绍泉种植了10亩辣
椒，虽然因为天气原因受灾，但依然收入近4
万元。

小坝村一组贫困户蔡胜余，则在张春花
的辣椒加工厂里务工，“当炊事员，还帮着筛
选辣椒，每个月收入2200到2500块钱，安逸
得很。”

“只要眼睛能看得清，都可以来这里分拣
辣椒；只要能走动，就可以来给辣椒打包。”张
春花介绍，辣椒加工厂用工一般采取计件算
工资，能做多少就发多少工资，并优先聘请贫
困户，每人每天收入至少80元。

2020年，张春花的辣椒加工厂加工鲜椒
680余吨，出厂干椒170余吨，产值近600万
元，仅用工支出一项就超过18万元。

“乡村扶贫离不开有思路、有闯劲的产业
‘领头羊’。近些年，县里给政策给扶持，聘请
了许多‘产业村长’。”彭水县委书记钱建超介
绍，从三义乡起步的“产业村长”制，如今已在
彭水全县进行推广，许多像张春花这样的“产
业村长”扎根农村，正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的重要力量。

群众脱贫快，得靠能人带。乡村扶贫离不开有思路、有闯劲的“领头羊”——

看三义乡“产业村长”的致富门道

□新华社记者 周甲禄 喻珮

这一天，汉口天气异常炎热。
鄱阳街139号，一栋黄色的三

层俄式建筑，二楼一个房间的窗户
却始终紧闭。

1927年8月7日，是一个被镌
刻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日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
海发动反革命政变，3个月后的7月
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举起了

“分共”的屠刀，大革命全面失败。
大革命中心——赤都武汉一夜间
风声鹤唳，神州大地笼罩在一片血
腥和恐怖之中。

在这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中
国革命该往何处去，成为中国共产
党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共中
央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明确前
进方向。

原定于7月28日召开的会议，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
便，会议代表难以到齐。最终，瞿
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
弼时等21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中央
级别的紧急会议。

根据邓小平、李维汉等人回
忆，确定当时会议是在二层进行，
但究竟是在哪个房间一直存在疑
问。1980年，邓小平重返会址时，
站在会议的召开地，再三回忆，他
提出会议应该是在后房进行。

“由于当时时局紧张、交通不
便，会议代表有的装扮成农民，有
的装扮成商人，由交通员分批秘密
带入会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宣教部讲解员李岚指着阳台的窗
户说，尽管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
可是为了会议的安全，这里的门窗
全都是紧闭的。中午代表们吃着
干粮、喝着白开水，就在这样的环
境下开了一整天的会。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总结了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
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
在发言中提出那句著名论断“以后要非常注意
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光影透过通往天井的门缝，投射在陈旧的
木地板上，画出一道通往光明的直线。

在革命前途似乎已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
们在至暗时刻瞥见希望，擦干身上的血迹，继
续战斗。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会议确定

的方针，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
帜，先后领导了秋收起义、黄麻起
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
神州大地到处燃起武装斗争的星
星之火。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
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
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
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
兴和胜利的道路。

风卷云涌，沧桑巨变。
如今这栋百年历史的红色史

迹，以原址原貌呈现，陈列的百余
件文物、照片、珍贵的历史资料诉
说着那段风云突变、力挽狂澜的革
命历史。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武汉，始
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留下无数英
雄的史诗。

历史的车轮驶进2020年。疫
情的“暴风眼”武汉，寒风凛冽，阴
冷潮湿。这里正在经历一场惊心
动魄的抗疫大战，这座“英雄之城”
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
考。在疫情肆虐、全城紧闭的黑暗
中，有一群“凡人英雄”挺身而出、
不畏艰险，他们的英勇壮举被时代
所铭记。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
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人民英
雄”张定宇这样说道。

在武汉抗疫的最前线，他拖着
“渐冻”之躯，踩着高低不平的脚
步，与病毒鏖战、与死神较量、与时
间赛跑，带领金银潭医院的干部职
工救治2800余名患者，为打赢湖
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作出重大贡
献。

欣逢盛世，不负盛世。张定宇
的身影也是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社区干
部、志愿者们共同的缩影。在这场
风雨无阻的战斗里，他们携手前

行、精准防控，用生命的微光拧成一股攀向胜
利的绳索，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理念。

如今，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已成为武汉最
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26岁的赵凯怡是一名
社区工作者，临近春节的一个休息日，她带着
父母来到这里参观。“我的爸爸是一名老党员，
今天特地带他来‘打卡’。回顾近百年前的历
史，走过极不平凡的2020年，我更加深刻地体
会这个国家经历的屈辱与抗争、苦难与辉煌。”
赵凯怡说。

（新华社武汉2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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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南昌，军旗升起的地方。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

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大幕。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
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
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
伟大事件。

坐落在英雄城南昌市中山路380
号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当年是江
西大旅社，也是南昌起义总指挥部驻
地。94年前，那石破天惊的第一枪就
从这里响起。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玲
说，纪念馆于1959年建成并对外开
放，60多年来，先后有2000多万人次
的观众走进这里，追寻那逝去的枪声、
飘散的硝烟，追寻那凝聚在“八一”军
旗下的光荣与梦想。

1927年的中国，处处笼罩着白色
恐怖。随着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
相继叛变，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
革命宣告失败。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办公室主任
辛玥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
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为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
临时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会议，决定
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赴
南昌，组织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

7月27日，起义领导人在江西大旅社召
开会议，成立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李立
三、恽代英、彭湃任委员。会议决定于7月30
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保管科科长、副
研究馆员刘小花说，后来起义时间推迟到8月
1日凌晨4时，但因起义时间泄露，前敌委员会
决定将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当时南昌城内
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仅有1.6万多人，而共产党
直接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有贺龙、叶挺、朱
德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共约2万人。”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城头的枪声骤然
响起。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
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举行起义，经过4个
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3000余人，起义部队
占领了南昌城。

8月1日9时，在南昌城召开了有中国共
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
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
军第二方面军番号。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
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
谋团参谋长。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命令张发
奎、朱培德向南昌进攻，起义军按原
计划向南挺进。8月3日至5日，起义
部队先后撤离南昌。

由于起义没有认识到与当地农
民运动相结合，再加上敌众我寡、劳
师远征、战略失误等原因，到9月下
旬，起义部队在广州潮汕地区遭强敌
围攻，主力被打散，起义宣告失败。
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朱德、
陈毅等率领下，转战到粤赣湘边界地
区，后来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转入
海陆丰地区继续斗争。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
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与毛泽东率领
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两军的会师，壮大了中国革命的
武装力量。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
意义是伟大的。”军事科学院副研究
员史波波说，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
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
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
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
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
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
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后来，8月1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建军节。

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
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
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90多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

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
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历史昭示人们，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
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
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
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
根本优势。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巩固的国防，一支强
大的军队，始终是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宁幸
福的可靠保证。

今天，人民军队已经由过去单一军种的军
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合的强大军队，由过去

“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发展成为基本
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军队。

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阔步行进在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的人民军队，必将创造出
更加辉煌的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参与采写：记者黄一宸、高蕊、李子健）
（新华社南昌2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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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彭水三义
乡弘升村，54岁的贫困户龚
正文（左一）正在检查蜂箱。

记者 谢智强 摄/视
觉重庆

▲1 月 27 日，彭水三义
乡莲花村，技术专员在羊肚
菌种植大棚里为村民答疑解
惑。

记者 谢智强 摄/视
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