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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勇

连日来，重庆多地开设党史云
端微课堂，通过主播声情并茂的讲
述，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感
染力，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让红
色资源走出博物馆、展览馆，更好地

“动”起来、“活”起来，“飞入寻常百
姓家”。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
情火焰的传递。”多样化、高质量的
文化产品源于经典、活于创新，让
红色文化以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
出现，备受人们“追捧”，就要与时
俱进，汲取养分，推陈出新，善于结
合时代条件，对接时尚元素，不断
拓展红色文化的外延、丰富红色文
化的内涵，让其永葆青春活力，散
发独特魅力。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营养
剂，红色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本色、
人生底色，是我们精神的归宿、初
心的原点，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研
究、阐述、发挥好这些红色文化资
源，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
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
距、校准前进的方向，锤炼英勇善
战、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培养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战斗精神，如
此，我们就能不断跨越新征程上的

“雪山”“草地”，征服前进路上的
“娄山关”“腊子口”。

□本报记者 彭瑜

“各位游客，现在由我带领大家参观。”3
月5日，万州区太白岩下兰池沟10号，一拨
又一拨游客来到这里，参观万县“九五”惨案
纪念馆。馆长刘书金说，“今年春节以来，人
特别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九五”惨案这段屈
辱的历史只剩下野草丛中的一块纪念碑，以
及教科书上几行文字。

1996年，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落成
开馆，成为“一本历史的教科书”，向人们讲
述那段远去的历史。

纪念碑背后的屈辱历史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英国依靠坚
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推行炮舰
政策，长江流域是其在华利益区域。

1926年9月5日，英方借口川军扣押了
其肇事商轮“万县”号和“万通”号，恼羞成
怒，悍然动用三艘军舰炮轰万县城，制造了
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三个小时，死伤千余人——万县古城沦
为一片废墟，整座城市笼罩在腥风血雨中。

面对英国帝国主义残酷野蛮的暴行，中
国人民义愤填膺。中共中央对此发表《中国
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
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简称《告民众书》）指
出：“是近百年来世界史上未有之惨案奇
闻”。朱德、陈毅等在万县直接组织和领导
反帝斗争，并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声讨英帝国
主义、追悼万县死难同胞的群众运动，谱写
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
帝斗争的壮丽诗篇。

“九五”惨案也被载入了《中国近代史》
《中国革命史》，编入了高中历史教材。刘书
金是山东人，他告诉记者，在中学时期读到
这段历史时，他就深感震惊，便“一直想到万
州实地看一看”。

1982年，刘书金被安排到万州工作。
初到万州，他就去了解万县“九五”惨案。

“当时，唯一的纪念碑已是野草丛
生。”刘书金说，当时他就有了建纪念馆的
想法。

太白岩下建纪念馆

1996年9月5日，在“九五”惨案70周年
纪念日这天，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在太白
岩下建成开馆。

纪念馆建成后，刘书金先后征集到“九
五”惨案文献、资料、文物3000余件。为收
集在英国商船上缴获的一架钢琴，他先后5
次跑四川省博物馆。刘书金说，“看着纪念
馆展品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一切付出都值
得！”

记者看到，纪念馆展品主要有中共中
央关于“九五”惨案重要文献《告民众
书》、“九五”案扣押英舰铁锚、“九五”惨
案纪念门、“九五”惨案纪念碑、“九五”惨案
警报台、侵华日军轰炸万县出土未爆的炸
弹等。

“纪念馆有极强的教育意义”

在纪念馆，一件件万县“九五”惨案的英
军罪证实物，一张张鲜血淋淋的照片，一组
组数字，一个个不畏强暴参与反帝斗争的英

雄事迹，就这样映入人们的眼帘，再现了当
年万县“九五”惨案血与火的历史。

万州区还成立了“九五”惨案研究会，现
在每年“九五”惨案纪念日，万州要鸣放警
笛，组织牢记“九五”惨案，勿忘国耻纪念活
动。20多年来，除了征集大量文物、文献、史
料，刘书金还编著出版了《震惊中外的万县

“九五”惨案》一书。
“纪念馆让我深入了解了那段屈辱的

历史”“我一定要铭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
英勇反帝的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在
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游客参观后纷纷
留言。

刘书金说，开馆25年来，纪念馆年均接
待游客6万余人次。特别是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以来，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越来
越多。他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人获
得感悟和启迪。

“纪念馆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万州区委
党史研究室相关专家称，纪念馆在全国各地
征集、抢救了大量史料，举办了大型史实展
览，对子孙后代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

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

一本历史的教科书
短评

让红色资源
“活”起来

◀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大门。
本组图片由记者彭瑜摄/视觉重庆

▲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内的展品。

创新赋能乡村振兴 绘就边城锦绣蓝图
农行重庆秀山支行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农业银行重庆市分

行作为服务“三农”的金融“国家

队”，尽锐出战，全力以赴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在农业银行总

行定点扶贫的秀山县，农行重庆

市分行不断加大资源投入和政

策倾斜，加强产品创新、加大信

贷投入，兴产业、增后劲，以实际

行动绘就脱贫攻坚最美画卷。

日前，农行重庆秀山支行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将

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注入农村。

5年来，秀山支行累计投放各项

贷款135亿元，在渝东南片区居

国有大行首位，各项贷款余额

79.88亿元。精准扶贫贷款余

额20.79亿元，扶贫小额信贷余

额2.11亿元，带动贫困人口1.9

万人。

开辟攻坚新路
打通脱贫致富“最后一公里”

武陵山脉逶迤绵延向东，在渝东南
与贵州、湖南三省交界之处作了一个温
柔的停顿——形成喀斯特高原坝子名
为“秀山”的边城。这片曾因空间限制、
交通制约而饱受贫困的土地，如今正通
过农行消费扶贫、电商扶贫等新路子，
让沉睡的农产品走出深山，也引领当地
农户走上了脱贫致富小康路。

秀山清溪支行金融服务辐射清溪
场、隘口两个镇，这里有众多发展种植、
养殖业的农户。支行工作人员不仅利
用“e融通”、农行卡券商城等工具帮助
农民朋友在结算和获取客户方面创造
便利，更是通过惠农服务点、农行秀山
清溪支行、微信平台等搭建起一个农特
产品的“传输带”，让农户精心种养的农
特产品卖到更好的价钱。2019年，平
所村桑葚园的桑葚成熟了，支行工会和
共建单位安排员工入园采摘，引导完成
消费扶贫金额达2.1万余元。

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扶贫质效，农
行重庆秀山支行紧扣秀山县“城镇商
圈化、农村电商化、物流智慧化”的商
贸业发展思路，发放贷款6.98亿元支
持物流园区建设，吸引快销产品生产
商在秀山县设立分拨中心，促成武陵

山区生产、批发、物流企业联动发展。
建立100万元电商产业发展基金，孵
化电商小微企业，拓宽扶贫产品销
路。实施电商扶贫，连续3年捐赠资金
398万元举办“中国农业银行杯”中国
青年电商农产品销售大赛，推动秀山
紫薯、白皮柚、土鸡、秦橙等农产品成
为“网红”，累计在线销售6.58亿元。

提升“造血”功能
推动产业扶贫转向产业振兴

脱贫攻坚，关键在产业。乡村振
兴，关键也在产业。做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
要从产业扶贫转向产业振兴。

在秀山这片有着上千年农耕历史
的土地上，如何结合地方发展现状和
产业发展特点，更好地助推山区人民
脱贫致富？农业银行的做法是大力开
展造血式扶贫，以农户信息建档为基
础，创新推出“惠农e贷”系列产品，与
政府和百姓合力拔“穷根”。

“现在种植有 1000 多亩农田水
稻，预计全年产量将达到7000余吨。”
秀山县清溪场镇的大米加工企业负责
人吴洪吉就是“惠农e贷”的受益人之

一。去年春天，农业银行通过“惠农e
贷”为其企业提供了26.4万元的低息
贷款，解决了资金周转难题。吴洪吉
说，企业还吸纳了当地37户贫困户共
计100余人就业，单项打工收入可令
人均工资年收入超8000余元，去年全
年企业营业额超3000万元。

据农行重庆秀山支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行围绕秀山县农业五大特色
产业和旅游、电商、物流三大重点产
业，创新“5+3”“惠农e贷”系列产品全
覆盖支持，“惠农e贷”余额3.49亿元。
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5482笔、2.2亿
元；运用“十步法”实施“信用村、信用
户”创建工程，已完成11511户农户建
档，综合授信金额3.9亿元。支持创建
市级金融扶贫示范企业3户，带动110
户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增收；发放
贷款2.24亿元，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1156户。

金桥跨越千里
打造东西部扶贫协作样本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西部地区摆脱
贫困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农行重庆
市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定点扶贫工作部

署，对标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责任书，与
农行广东省分行一道，从资金援助、产
业扶贫、招商引资、消费扶贫、智力扶
贫等方面强化对接，并引进850万元无
偿捐赠资金用于支持7个带贫项目，助
力秀山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实效。

中药材、茶叶、油茶、畜禽、蔬果是
秀山县五大特色产业。利用农行广东
省分行在沿海地区客户、资金、平台和
资源等方面优势，渝粤双方架起西部
地区脱贫致富的发展之桥，引进帮扶
资金100万元支持平邑果蔬基地建设
项目，发展无公害蔬菜基地300亩。
据了解，蔬菜基地项目的落地，开创了
新的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点，实现贫困
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增长，为当地农
村劳动力新增就业岗位50余个。

与此同时，农行重庆市分行、广东
省分行还通过与秀山县在智力扶贫方
面建立长效机制，做好教育帮扶、公益
帮扶，增强贫困地区自身发展能力。
2019年，农行重庆市分行在广东省分
行的支持下，组织秀山扶贫干部和贫
困农户等到华南农业大学参加业务培
训100人次。

去年，农行重庆市分行还通过与
广东省分行加强联系对接，引进广东
中兴绿丰公司在清溪场镇种植140亩
羊肚菌，让技术充分“带入”，让产业产
品有效“带出”，形成长效机制持续发
展。

深化智志双扶
让大山深处绽放希望之花

“多亏农行这个活动帮我把娃娃
管住了，不仅能免费学到东西，娃儿的
安全、学习也有了更多的保障，我们平
时外出做农活也更放心了。”家住秀山
县雅江镇红星村的一位村民欣慰地说
道，自从有了农行在秀山农村地区免
费开设的周末兴趣班，孩子周末再也
不在家看电视、玩手机了。

为进一步加强智志双扶，农行重庆
秀山支行在系统内率先挂牌成立农行
支教学堂，开办金融课堂、美术课堂、武
术课堂等88期，动员系统员工参加自

愿助教行动。同时，农行支教学堂不仅
吸收了大量的农行支教志愿者，还聘请
外部专业授课老师组建教学团队，每周
末在服务点免费授课。截至目前，农行
支教学堂已在隘口、雅江、洪安等乡镇
开设“农银支教学堂”超过50期，惠及
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400余名。

扶贫要扶智。为增强内生动力，
切实助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相关问
题，农行重庆市分行开展行处级干部
对贫困学生一对一帮扶，重庆分行
245名党员干部认领秀山全部贫困学
生293人，助力贫困学生顺利完成义
务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实现捐
资助学逾 60万元，成为全市一项创
举。此外，该行持续开展“金穗圆梦”
助学活动，定向支持贫困学生432人、
216万元。

华凯 徐一琪
图片由农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农行重庆市分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在“三农”工作重心历
史性转移、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关头，该
行将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按照总行
党委“切实发挥好农业
银行服务乡村振兴国
家队主力军作用”的要
求，充分借鉴秀山支行
的创新经验，把乡村振
兴金融服务工作作为
一篇大文章抓实抓好，
孜孜以求，久久为功，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金融服务，助
力我市实现“十四五”开局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

链接》》

农行秀山支行在隘口镇开办支教学堂美术班

农行秀山支行信贷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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