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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4月
28日，沪蓉高速梁平龙溪河服务区一片
欢腾，不少游客在这里打卡、拍照、购物、
玩耍。当天，万石耕春·农业奥特莱斯暨
梁平潮集活动在这里开市，整个“五一”
假期，沿沪蓉高速出行的游客可在这里
看表演、享美食、买特产，还可体验一把
田园采摘的乐趣。

此次开市的万石耕春·农业奥特莱
斯暨梁平潮集活动，不仅是首届长江三
峡(梁平)耕春节的主题活动之一，更是
梁平区以农、交、文、旅、商多元融合思
路，发挥高速路服务区对沿线乡村振兴
带动作用的首次尝试。

梁平龙溪河服务区是重庆高速公路
最大服务区，也是全市首个采用路地共
建模式打造的“丰果原乡”主题特色服务
区。重庆日报记者在当天的活动现场看
到，龙溪河服务区除拥有普通服务区停
车、加油、餐饮、入厕等功能外，还具备旅
游观光、现代农业展示、商业综合体特
性。

在服务区的一、二楼，开设了“五谷
丰登”川渝东北地区、三峡库区农特精
品主题卖场，展出并销售梁平本地以
及重庆各区县和川东北部分区县的特
色农产品；服务区内还有梁平本地美
食张鸭子、烂肥肠等入驻。此外，服务
区内还推出梁平特色非遗文化演出、潮
流乐队驻场演出、专业健身教练教游客
科学锻炼、“网红”直播带货、梁平灯戏
Cosplay等活动，吸引途经服务区的游
客驻足体验。

“没想到进个服务区，还可以这么欢
乐。”68岁的王玉梅大妈告诉记者，她跟
儿子从重庆主城驾车前往巫山，途经龙

溪河服务区进来看热闹，没想到这一停
就呆了近两个小时。打卡、拍照、购物、
跟教练一起做健身操……王大妈玩得不
亦乐乎。

梁平区区长蒲继承介绍，“五一”假
期，“梁平潮集”和万石耕春·农业奥特莱

斯将通过潮好玩、潮好吃、潮运动、潮文
艺、潮直播五个板块，让游客深度感受梁
平的魅力。目前，该区正在龙溪河高速
公路服务区一侧配套规划建设万亩龙溪
河·蔬菜公园等“打卡地”，打造成与周边
产业融合发展的开放式服务区。

重庆高速集团总经理田世茂介绍，
未来将加快推进服务区与旅游、农业、仓
储物流、特色贸易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以龙溪河服务区为样板，路地共建打造
一批宣传地方特色、带动地方经济、帮助
地方发展的交旅融合项目。

梁平农业集市开进高速公路服务区
过往游客可以看表演、享美食、买特产、体验田园采摘

□新华社记者

平安乡村民没想到，过去用来充饥
的树叶凉粉，如今登上了大雅之堂，深受
城市里年轻人的喜爱；他们更没有想到，
过去长在荒山野外的豆腐柴，如今成了
脱贫致富的“摇钱树”，有的家庭一年靠
它挣20多万元。

豆腐柴，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多年生
灌木，根、茎、叶可入药。地处秦巴山区
的重庆奉节县平安乡，由于土地稀少、地
质贫瘠，群众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常到
山上采摘豆腐柴叶子，捣碎做成凉粉充
饥。

10年前，20多岁的陈波到朋友家做
客，朋友的母亲用树叶凉粉招待了他。
没想到，一碗凉粉竟改变了陈波和豆腐
柴的命运。“这么生态美味的树叶凉粉，
为什么不能做成一种商品？”当时正在做
园林生意的陈波，从中看到了商机，决定
改变业务方向，扎根山区流转土地，规模
种植豆腐柴。

要实现规模种植，必须得有足够的

种苗。但豆腐柴野外分布较少，他走遍
平安乡，也只找到了几棵。他没有放
弃，又走访湖南、四川、贵州等地，一共
收集了不到100棵树种。他将这些树
种精心扦插、栽培、选优，不断将种苗规
模扩大。

陈波做的事情，过去从未有人做
过。他不但要研究、培育种苗，还要研究
豆腐柴的功效，由于没形成规模和产品，
陈波前期只有投入并无产出。“最糟糕的
一年，亏了600多万元，之前做生意赚的
钱，几乎全部投到了豆腐柴上。但我始
终坚信，一定能够将豆腐柴规模化、商品
化。”陈波说。

2015年，经过不懈努力，豆腐柴终
于实现规模种植，一直“藏在深山人未
识”的豆腐柴，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随后，豆腐柴产品也陆续推出：树叶凉
粉、豆腐柴粉丝、豆腐柴面条、豆腐柴茶
叶……尤其是树叶凉粉，还在2016年被
评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波也成
为非遗传人。

每年 10月，豆腐柴都会落叶，鲜

叶保存是一道技术难题。为此，陈波
与西南大学、重庆三峡学院等高校合
作，研制出了真空冷冻干燥设备，使得
豆腐柴鲜叶长年不断。有了产量，又有
了科技含量，让陈波打开市场的信心更
足了。

去年10月，陈波带着他的豆腐柴产
品，来到位于重庆江北区的中国西部消
费扶贫中心展销，并做了主题为“我从山
中来，带着豆腐柴”的产品推介，使得树
叶凉粉成为该中心的“爆款”。此外，陈
波还取名“树叶哥哥”在线上开播，让“树
叶哥哥”成了奉节县乃至“吃货圈”广为
人知的名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树叶凉粉
不但进驻了重庆的多家奶茶店、餐饮店，
还计划走出国门。不久前的一天，树叶
凉粉的单日订单数突破1万份。平安乡
双店村46名村民忙了2个通宵，才把这
笔订单的货物配送完成。

50岁的双店村村民刘长学过去一
直种地，如今他自己种了10多亩豆腐
柴，一家5口还成为豆腐柴加工厂的“工

人”。“我跟妻子、女儿在这里常年打工，
每人每月工资四五千元，父母打零工一
年也有一两万元，加上自己种的豆腐柴，
全家一年的收入达20多万元。”正在给
树叶凉粉打包的刘长学说。

平安乡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主
任、县政协主席向益平说，平安乡采取

“公司+专业合作社+大户+贫困户”的
帮扶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订
单种植、协议收购等多种方式，带动农户
脱贫增收。如今，全乡豆腐柴种植面积
达8000多亩，覆盖农户近千户，户均增
收3000元以上。

“从野生到‘家养’，从手工到‘科
技’，从充饥到致富，豆腐柴走出了一条

‘无中生有’的产业路。”奉节县委书记杨
树海说，平安乡作为重庆曾经的18个深
度贫困乡之一，从过去的“有女不嫁平安
槽，一年到头磨儿摇”，到如今的“有女就
嫁平安槽，不种红薯种果药”，走上了一
条稳步增收的道路。
（记者李勇、韩振、张海舟、周凯、王全超）

（新华社重庆4月28日电）

我从山中来，带着豆腐柴
——“树叶哥哥”返乡创业记

□本报记者 栗园园

4月 27日，云阳县盘龙街道革
新村，劳动场面一派火热：农机轰鸣
着在田间平整土地，村民则忙着在整
修一新的地里栽种菊花。

“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菊花种植
产业，一共2000余亩，涉及4个乡
镇、街道，惠及农户超800户。”现场，
云阳芸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雪梅说。

杨雪梅出生于云阳县堰坪镇中
升村，那里地处偏远，发展滞后，让她
从小便立志要靠读书走出大山。
2005年，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的杨
雪梅梦想成真，顺利进入重庆一家三
甲医院工作。

然而，她心中始终放不下家乡尚
在脱贫增收路上苦熬的乡亲们。
2007年，杨雪梅毅然辞去医院的工
作，回到老家与乡亲们一道做起了

“菊花梦”。
为把菊花产业做起来，她走村入

户，挨家挨户宣传动员。十几天下
来，人就晒黑了一圈，脚也走肿了，不
过终于说服了30余户老乡和她一起
种菊花。

产业种植有了一定规模后，品
质提升就成了关键。于是杨雪梅前
往重庆中医药研究院取经，到南京
农业大学拜师，聘请专家教授组成
专家团队攻克种植技术难关。历时
3年，终于成功培育出属于自己的
菊花品种——三峡阳菊，办起了菊
花加工厂，初步打造出了集育苗、
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菊花产
业链。

2010年，杨雪梅先后成立了云
阳芸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云阳县
堰坪镇菊花种植协会，并为种植户提
供“三重保障”:免费提供优质菊花种
苗，免费提供种植技术和保底回购菊

花，极大提振了村民们发展菊花产业
增收的信心。

第二年，她又在堰坪镇、红狮
镇分别建立了面积为 1200 亩和
1000亩的药菊种植基地，年创产值
800 万元，让 1160 多农户实现增
收。她所推行的产业发展模式，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村民投身菊花种
植，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也陆续回
来跟着她干。

如今，云阳县三峡阳菊种植面积
己达3.9万余亩，年产值近1亿元，产
品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累计带动1238户农户脱
贫，户均年增收8000元以上；每年为
农户提供100多个务工岗位，每户年
务工增收1.8万元以上。

不仅如此，为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杨雪梅还创办了“三峡阳菊
培训学校”“中小学研学旅行实践
基地”，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未来，我将继续做好产业创新，
围绕康养产业，通过深加工开发功能
性菊花饮品、食品、用品等，让三峡阳
菊成为全球最大最美的一朵菊花，成
为三峡库区一张靓丽的名片！”杨雪
梅说。

云阳芸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雪梅：

让三峡阳菊变成库区名片

□本报记者 赵伟平

前不久，在荣昌区万灵镇玉影村
“小院讲堂”，万灵镇党委书记皮荣刚
向数十位村民宣讲了万灵乡村如何
建设“三美小院”（“三美”即村民的

“思想美”，院落的“环境美”，产业的
“前景美”）。

“玉影村先天条件好，靠近荣昌
的‘网红’马拉松赛道，适宜发展赛道
经济、景区经济、休闲经济、土货经
济。”在分析了玉影村未来的发展方
向后，皮荣刚话锋一转，“但是，村里
环境不干净不漂亮，谁愿意来呢？没
游客，土鸡土鸭都卖不起价……”

浅显易懂的讲解，听得村民直
点头。皮荣刚顺势就向他们介绍建
设“三美小院”的好处：一个自然院
落即可申报“三美小院”，申报成功
后每年每户有积分奖励；哪个小院
漂亮，镇里就优先把路和人行便道
修到哪里。

这场“小院讲堂”引起村民的极
大兴趣。结束后，玉影村梨子园小院
的村民周安琴就找到皮荣刚，请他为
建设“三美小院”出主意。

“接下来我还要动员20多户邻
居，一起申报‘三美小院’。”周安琴
说，这几年，村里变化大，镇村干部和
志愿者除了在“小院讲堂”宣讲，还身
体力行帮助大家解决生产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现在院子里有谁不爱卫
生、破坏环境，可是会被村里人看不
起的。”

建设“三美小院”是万灵镇
“3391”乡村善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

为有效开展乡村治理，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近年来，万灵镇结合镇村
实际，以农村院落作为基层治理的最
小单位，逐步探索出了“3391”乡村
善治体系。

“3391”的第一个“3”是指“三
美”，也是乡村治理模式探索的总体
目标；第二个“3”是指“三立”，是实
现总体目标的方法，即立制管人、立
德树人、立业聚人；“9”是指九个具
体措施，包括建设“尚书学堂”和“基
层党校”，培养基层治理“带头人”、
建设“小院讲堂”，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探索成立“九长治村”自
治队伍、创新小院经济、小院自治建

设、编播乡村广播，让党的声音“声
入人心”等；“1”则是在微信小程序
上开发的“智村”善治乡村数字化平
台。

“这套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充分体
现了村民的意愿，通过村民自治，让
村民的事村民自己说了算。”皮荣刚
说，“3391”乡村善治以自治为核心，
体现了群众当家作主的乡村治理本
质；以产业为基础，让实现共同富裕
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进而实现
麻烦不出院，矛盾不出村，信访不出
镇。

通过“3391”乡村善治体系，万
灵镇截至目前已建成17个“三美小
院”，覆盖全镇800余户村民，成功
解决各类矛盾纠纷101件，开展小
院讲堂142次，解决村民生产发展
问题 100余件，集体经济创收 130
万元，村民满意率达100%。值得一
提的是，“小院讲堂”宣讲队还获得
了中宣部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荣
誉。

如今，走在万灵镇的农家小院，
一派恬静优美、干净诗意的乡村风貌
跃然眼前。村民纷纷表示现在村里
产业兴旺了、环境变漂亮了、党群干
群关系也更和睦了。

荣昌区万灵镇“3391”乡村善治体系：

村民的事村民自己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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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梅为菊花产品直播带货。
（万灵镇供图）

万灵镇尚书村的乡贤在“小院讲
堂”给村民讲解党的方针政策。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为进一步优
化全市旅游秩序，提升服务质量，营造文
明旅游氛围，展现重庆良好形象，保障游
客“五一”旅游体验满意，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联合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局、市
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委组成五个暗访组，
于4月20日至26日开展“文明在行动·
满意在重庆”专项暗访，对主城及两江新
区、重庆高新区的热门景点、商业大街、
宾馆酒店等进行了分片检查。

机场火车站既是展现城市文明的一
个窗口，也影响着游客来渝的第一印
象。在重庆北站，火车站工作人员严阵
以待，逐一检测进站人员体温，提醒乘客
戴好口罩。站内地面整洁，无明显纸屑
烟头，虽人流如织但秩序井然，LED屏
正循环播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铁路
公益广告》《文明出行看这里》等宣传视
频和“吃得文明”“我文明靠右行”“文明
出行·人人有礼”等公益广告宣传。重庆
铁路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对即将

到来的客运高峰压力，构建的疫情防控
坚固防线将做到全天候、全方位、全覆
盖，还将加开30余对客车保障客流运
输。

在渝北新光天地商圈，商场的节日
活动宣传已初步布置完毕。负一楼美食
天地张贴着疫情防控知识。每家餐饮店
门口都提供免洗洗手液、消毒液。在商
场各个入口，出示渝康码、测量体温等管
控同步跟进。

暗访组发现，垃圾分类实施以来，市
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正逐步提高。“刚开始
的时候也不会分，觉得麻烦，后来就习惯
了，现在分类就是顺手的事儿。”家住大
渡口区跃进村街道的陈女士，踩下厨余

垃圾桶的脚踏板，娴熟地将垃圾袋在桶
口的破袋器上一划，厨余垃圾掉进桶内，
再抖抖垃圾袋，顺手扔进一旁的其他垃
圾桶。

在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政务大厅
门前，虽等候者众多，但大厅门前的空地
上见不到一点垃圾，每隔二十米，就有一
个“绿蓝红黑”四色垃圾分类箱，不少带
着早饭的市民在长椅上吃完后，自觉地
将剩余的垃圾丢入箱。

从暗访情况来看，各大商圈、景区景
点围绕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服务设置、强
化文明引导等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全
力迎接“五一”假期旅游高峰，志愿者的
身影也活跃在大街小巷，旅游热度和文

明氛围同步升温。
据了解，为迎接“五一”旅游，我市新

景观和新活动层出不穷，力图扮美重庆，
让游客流连忘返。

环卫部门开展环境大扫除，在主要
商圈、景区景点周边造景，布置了三色
堇、鸡冠花、一串红、四季海棠、金鱼草等
时令鲜花860万余盆。

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重庆夜景的需
求，“五一”期间“两江四岸”每日夜景灯
饰闭灯时间不早于22∶30。

动物园、南山植物园、园博园等城市
公园将开展“动植物科普”“聆听春天的
声音”音乐会等主题活动，让旅游产品更
加丰富。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

我市开展迎接“五一”专项暗访

□张燕

时速300多公里和时速40公里，
两个相差悬殊的数字，构成了中国铁
路的两种风景。我们赞叹高铁建设跑
出“加速度”，也感恩绿皮火车保留“慢
速度”。这是因为，时代有快的发展节
奏，也有慢的民生需求。

一列“慢火车”，行驶在崇山峻
岭之间，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停驻、
接载、运行，抵达偏远乡村，也驶入
人们心间。“不让一个人掉队”的承
诺，由此变为清晰可见的现实。目
前，全国共有 81 对公益性“慢火车”，
往返于重庆与遵义之间的5629/5630
次列车就是其中之一。像这样的“慢

火车”，经停车站多，票价也便宜，不
仅保障了沿线居民出行，还让农产品
走向市场，孩子走出大山，帮助落后
地区摘掉穷帽子，助力乡村振兴迈向
新征途。

如果说“八纵八横”的高铁路网
是交通动脉，那么“慢火车”就是毛细
血管。时代越是向前，发展越是迅
速，越需要我们关注老少边穷地区和
困难群体。为民之心，与快慢无关，
与发展相连。正如一位列车长所说，

“即使是亏损，只要老百姓需要，这趟
车也是要跑下去的。”“慢火车”算的
从来不是经济账，而是民生账。谋划
是否周全、举措是否细致、考量是否
周到，都是发展温度的体现。我们必

须时刻把握好心中这杆“秤”，做到无
愧于心、无愧于民。

回望巴渝大地，近年来各项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如期完成，全市经济“稳”的基础更加
扎实，“进”的动能更加强劲，“保”的底
线更加牢固。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
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重庆，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
一年，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加大社会事业补短板
力度，不断增强优质服务供给，既立足
眼前，又着眼长远，持续丰富发展的维

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火车”
承载着希望，串联着大山和城市，履
行着自己的使命。人民，永远是党和
政府全心全意服务的对象，是广大党
员干部初心所系、使命所在。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任务之一，就是要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只要
是为人民谋幸福，我们就应该把眼光
放得更加长远，关注每个具体的人，
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急难
愁盼”。“忧民之溺，由己之溺；忧民之
饥，由己之饥。”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发展才有温度，幸
福才有质感。

读懂“慢火车”背后的发展温度重报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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