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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时代楷模”杜富国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市委礼堂举行。时
代楷模、南部战区陆军扫雷排爆大队战
士杜富国的部队领导、战友、父亲、干部
群众等五位报告团成员为近千名重庆
各界代表作了一场生动感人、催人奋进
的精彩报告。

时间回溯到2018年10月11日，杜
富国随队参加排雷作业时，为保护战友
身受重伤，失去双眼和双手。受伤后，
他忍着巨大疼痛，依然勇敢乐观，坚持
进行康复训练。

报告会上，大家走近英雄，切身感
受到杜富国的忠诚信仰和崇高精神，感
受着新时代军人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越是艰难越向前的使命担当。

从扫雷尖兵到排雷英雄，
他是大家引以为傲的好兵

“杜富国是我们大队的一名战士，
也是我最为骄傲、一生牵挂的好兵。”南
部战区陆军原云南扫雷大队大队长陈安
游对杜富国入伍至今的事迹记忆犹新。

2015年6月，扫雷大队组建，杜富
国递交了请战书，字里行间透出的坚定
信念和崇高追求让陈安游印象深刻。

面对复杂高危的扫雷工作，杜富国
付出了超常的汗水和努力，从扫雷专业
的“门外汉”成长为“专业通”。

在任务面前，杜富国总是当仁不让
抢先上，越是危险越向前。他经常是第
一个进入雷场、第一个进行爆破、第一
个人工搜排，哪里有任务就出现在哪
里，哪里雷最多就铆在哪里。

受伤后，杜富国更以超强毅力提高
自理能力，坚持刻苦训练。从杜富国身
上，陈安游看到了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
直面挫折、不畏磨难的钢铁意志，看到了
一名新时代热血青年奋进奋斗、追梦圆
梦的蓬勃朝气，看到了一名新时代共产
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本色本真。

因为胆大心细技术好，有了危险冲
在前，战友们送杜富国一个称号“雷大
胆”。

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与
战士艾岩在云南省麻栗坡县某雷场进

行扫雷作业。他们在一个爆炸物密集
的阵地雷场搜排时，发现一个少部分露
于地表的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当量
大、危险性高的加重手榴弹，且下面可
能埋着一个雷窝。

杜富国马上向分队长报告。接到
“查明有无诡计设置”的指令后，他命令
艾岩：“你退后，让我来！”艾岩后退了几
步。

正当杜富国按照作业规程，小心翼
翼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时，突然“轰”的
一声巨响，弹体发生爆炸，他下意识地倒
向艾岩一侧。杜富国被炸成了一个血
人，而正是由于他这舍生忘死的刹那一
挡，两三米之外的艾岩仅受了皮外伤。

“我的好战友，我幸运，能和你并肩
战斗；我骄傲，有你这样的好兄弟！”同
一批申请、同一天加入扫雷队的战友刘
新未说，他们会一直学习杜富国，把责
任扛在肩上，不负青春，不负时代！

“‘你退后，让我来！’这是新时代革
命军人对军人誓词的躬身践行。”重庆
警备区警卫中队班长任磊深受触动，

“杜富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不怕牺牲、勇
于担当的新时代英雄战士形象，为我们
作出表率，树立榜样。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要向他学习，迎难而上，敢于担当，
在祖国与人民需要的时候勇往直前。”

铮铮铁骨富国卫疆，从军
为国无上荣光

“我给他取名叫富国，就是希望他
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人。”1991年，杜富国出生在贵州遵义，
他的父亲杜俊说，从小受到红色革命传
统熏陶的儿子，打小就有了当兵报国的
志向，也时刻做好了从军报国的准备。

儿子负伤后，杜俊曾跟着扫雷大队
领导去了一趟事发地，“看到地上被炸
碎的防护服碎片，我像触了电一样，
心痛不已。”杜俊哽咽着说：“后来我又
去了麻栗坡烈士陵园，更加理解了富国
的选择是正确的，富国排雷是有意义
的，富国受伤是值得的！”

杜俊的深情讲述让一些听众潸然

泪下。渝北区龙塔街道紫荆路社区工
作人员简佳玲说：“看到大屏幕上杜富
国与家人在一起的片段，我流泪了。他
的意志比钢铁更坚韧，他也知道有生命
危险，他也有家人，可他还是义无反顾
地去了雷场。我们要向英雄学习，立足
基层、实干苦干。”

简佳玲说，杜富国“让我来”的精
神，既回应了时代关切，又立起了时代
坐标。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
种力量，蕴含着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的
精神品格，诠释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
最伟大的理想追求。

杜富国扫雷的雷场，如今已长满草
果和茶树。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龙芸偲说，杜富国和战友们
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放在心上。每次
排雷，他们从不遗漏任何角落，总是说

“留下一枚地雷，老百姓踩到就没命
了”，坚持搜排到探雷器没有一点声响
才肯离开。“为了边境百姓的幸福安宁，
明知山有雷，偏向雷山行。从他们身
上，我读懂了什么叫信仰，什么叫追求，

什么叫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让我来！’是我无悔的选择”

“战士要有战士的样子，面对艰难
困苦永不言败；男儿要有男儿的担当，
用自己的坚强支撑家庭的希望。”

“假如再给我机会，哪怕一千次、一
万次，我也会坚守初心、作出同样的选
择！‘让我来！’是我无悔的选择。”

“请你们放心，我会以战士的担当、
冲锋的姿态，战胜困难挑战，努力追梦
圆梦，在新的征程上书写新的人生篇
章！”

报告会上，杜富国铿锵有力、情真
意切的话语催人奋进、感人至深。

加入扫雷部队3年多来，杜富国进
出雷场千余次，累计作业300余天，在
14个雷场累计排除地雷和爆炸物2400
余枚（件），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

英雄也是普通人，执行排雷任务失
去双眼双手后，杜富国有过担心，自己
这么年轻就伤残了，父母和妻子以泪洗

面；有过无助，连最简单的吃饭、开门等
动作，做起来都那么艰难；有过彷徨，未
来的日子，该如何走下去？

“今后的路还很长，新的人生才刚
开始，要让人生更加出彩，就必须经受
伤残的考验，不断接受自己、挑战自己、
战胜自己。”恢复期间，杜富国每天坚持
练体能、练写字、学播音、学唱歌。每当
有一点点进步，他都兴奋不已。

龙芸偲说，在与伤痛斗争中，杜富
国表现出的坚韧、坚强和乐观，极大地
震撼了我们。“大家本想给他鼓劲，却总
是从他那里受到激励；本想给他力量，
却总是从他身上汲取力量。”

一句句朴实生动的话语、一个个感
人肺腑的故事、一幕幕令人感动的场
景……报告团五位成员深情的讲述，感
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会场上的掌声此
起彼伏。

催人泪下的事迹，就是一名军人的
忠诚与血性。

杜富国“让我来”的英雄壮举，是推
动各项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南岸区南坪镇宣传干部陈虹霖说，
杜富国面对排雷危险，把使命看得比生
命更重。一句“让我来”，展示了一名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本色本真。作
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要深入学习“让
我来”的精神，把群众放在心上，把责任
扛在肩上，进一步挖掘先进典型，通过

“好人微访谈、模范讲事迹”等方式，加
强宣传推广，弘扬榜样的力量，打通基
层宣传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杜富国“让我来”的铮铮誓言，激发
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年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
担当精神——

“杜富国的人生底色是爱国，青春
支点是奋斗。”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质量部团支部书记周寅骏
说，作为一名奋斗在军工企业的新时代
团员青年，要学习杜富国身上这种忠于
职守、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意志品质，
用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时代精神书写
青春华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如今，通过训练，杜富国3公里跑步
从训练前的25分钟提高到13分8秒，
达到部队要求水平；平板支撑1分钟，侧
支撑40秒。在他人言语指令辅助下，他
能完成室外独立长距离平地行走、操场
跑步运动等活动，不仅体能耐力平衡基
本恢复正常，部分指标还优于平均水平。

报告会结束后，杜富国抬起残缺的
右臂敬了一个特殊的军礼，全场爆发出
经久不息的掌声，向扫雷英雄致以崇高
敬意。

“让我来！”军人本色彰显初心
——“时代楷模”杜富国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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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助力脱贫攻坚
系列之①

“村村旺”电商 为农户插上脱贫的翅膀
按照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市供销合作社精心打造的“村村旺”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近日盛装亮相。它的诞生意味着:我市在推动农村电子商务深入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农民

增收致富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今日起，本报将持续推出对“村村旺”农村电商的全方位、多角度解读——

“村村旺”上线不到一月，实实在
在通过农产品上行助农增收，工业消
费品下行流通“破冰”，释放了改革发
展以及互联网经济的红利，激活了致
富潜能。

这既是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和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积极推进“三社”
融合发展、大数据智能化创新的具体
行动，又是推动全市电商扶贫行动向
纵深发展，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
重要举措，不仅有助于做好对口帮扶
地区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更为重庆市
的数字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激发新
活力。

“飞”出大山

“‘村村旺’致力于做优做强电商
品牌，让特色农产品卖得多、卖得远、
卖得好。”7月19日，重庆市供销合作
总社副主任张海清表示，“村村旺”的
上线为全市多渠道拓宽贫困地区农
产品销售渠道开辟了新空间，为全市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注入
了新动力，将为全市发挥“三个作用”
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新力量。

“卖得多、卖得远、卖得好”可以
说是“村村旺”的“初心”和“使
命”——

今年6月28日，“村村旺”上线第
一天首日，即促成了第一笔交易——
1.7万斤甘蓝圆白菜完成线上交易成
功，这是“美菜网”与“村村旺”的首次
合作。

在此后的半个月，“美菜网”又通
过“村村旺”每日订购约20000斤的
生鲜蔬菜。

作为中国最大的生鲜移动电商
平台，目前，“美菜网”正将供应链的
供货端由传统蔬菜基地转向至“村村
旺”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美菜网重庆总经理张锐给出了
这样的解释——传统生鲜基地的供

应市场上，货品单价不统一、受季节
影响波动大、多渠道对接各大生产基
地、产品品控良莠不齐等多个痛点一
直难以得到解决，而这些难题被“村
村旺”有效解决化解了。

据悉，从7月下旬开始，“美菜网”
及其他采购平台还将从“村村旺”每
日订购5000斤的奉节辣椒。截至目
前，“村村旺”已累积完成约11万斤的
生鲜蔬菜交易。

梁平区紫照镇桂香村和柏家镇
三新村是市级贫困村，属于梁平区贫
困村较为集中的东山片区，处于大山
深处，土地分散，劳动力缺乏，农业产
业发展落后。“村村旺”上线后，立即
撮合涪陵榨菜集团与当地发展榨菜
种植的香香嘴农业科技公司合作，成
功解决了滞销的1200吨存货榨菜的
销路问题。

同时，为建立长效的榨菜种植合
作机制，“村村旺”积极对接涪陵榨菜
集团，争取榨菜订单，并按订单采购
数量将种植业务落地到梁平区紫照
镇和柏家镇。预计今年将落地3000
吨榨菜订单，为当地农户增收150万

元，从而解决农户“种什么、怎么种、
怎么销”的问题。

这是“村村旺”践行初心和使命
的案例之一。登录“村村旺”官网平台，
奉节脐橙、石柱蜂蜜、城口腊肉……极
具特色的农副产品被放在首页最显
眼的位置。

目前，“村村旺”注册用户236家，
汇聚种植业产品、畜牧业产品、水产
品、生产资料、生活用品、再生资源等
六大类别，共有36个区县的近千种农
副产品。

重庆供销电商公司董事长裴惠
宁介绍，“村村旺”联动农村大数据、
农村电商运营、供应链科技、电商产
业园运营及交易结算5大板块，通过
线上应用赋能，线下资源聚集的方式
解决产品、运营、交易及物流仓储四
大难题。目前，“村村旺”已与各地、
各类涉农企业形成对接，助力农特产
品上行，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送到家门

近年来，网络购物越来越占据人

们的生活已经逐步成为城市居民日
常消费的主要方式，但农村地区的网
购情况却并不乐观。究其原因，有地
理、交通、快递服务等诸多因素。此
外，由于我市农村乡镇分布较广，村
与村距离较远，交通不便利。目前，
许多地区的农村消费市场还存在商
品种类少、价格贵、品质低等问题，网
点经营户也面临合作渠道少、服务
少、话语权低等现实难点。同时，快
递服务的不够通畅也影响了网购在
农村的发展，这就无法保证农村居民
的生产生活质量。

“村村旺”平台上线后，重庆供销
电商产业公司立即在尚未脱贫摘帽
的城口县率先试点，打造农村综合服
务社(电商服务点)，并为农村网点提
供“门对门”的一站式服务，让农村普
通消费者直接获取产品信息，购买优
质产品。

今年7月 13日，“村村旺”联合
城口县供销合作社，组织各网点经
营户开展实操专题培训，为来自城
口县25个乡镇、街道的75名基层带
头人讲解平台的操作规范并开展实
地演练，让经营户亲眼看到、切身体
会、真实感受到“村村旺”平台为基
层网点经营户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
利。

“很多村子到镇上一个来回就
是十多公里路程，群众都希望能够
像城市里一样，随时方便地买到自
己需要的工业品和各种生活用品。
而村镇快递布点成本高,出于利润
考虑，大部分快递公司不轻易涉足
乡镇以下的农村网点建设，这正是
我们供销系统的优势。”裴惠宁介
绍，到 2022年，“村村旺”将在全市
建成8000个农村综合服务社(电商
服务点)，以实现货物的快速收集与
配送，并依托供销集采优势，组织优
质工业品下乡，减少商品流通环节，
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从而

获得更有优势的价格，切实解决当
地居民购物难、购物贵、购不到放心
物品的实际问题。

目前，“村村旺”平台已组织了
涵盖粮油调料、酒水饮品、休闲食
品、日化清洁、家居百货六大类的
1150个适销对路的商品。流通成本
降低后，在帮助网点经营户增加收
入的同时，还大大改善了农村购物
环境，促进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
接，指导农民开展订单生产，缩小城
乡差距。

黔江区石会镇的一位网点经营
户聂明亮说，“村村旺”让他尝到了

“触网”的甜头：“一个服务社能服务
镇上村里许多人，不仅能帮大家买东
西，自己的东西也比以前卖得快了，
不出村就能多挣钱！”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重庆市深
化实施电子商务扶贫行动方案》相关
要求，重庆供销电商产业公司将持续
开展电子商务创业就业行动，在全市
8000个电子商务运营网点，向贫困人

口提供灵活就业岗位。还着眼长远，
将开展网店带动增收行动，推动打造
电子商务扶贫示范网店，以保护价优
先收购、销售贫困户农特产品，让农
村群众更好、更快地享受互联网带来
的快捷和实惠。

在未来，“村村旺”将继续以农
村电商为突破口，建设“互联网+”
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快速建设覆盖
全市的“市—区县—乡镇—村”的
四级农村电商运营服务组织体系。
预计到2023年，重庆市“村村旺”农
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当年交易规模
达到300亿元，带动投资10亿元以
上。

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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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旺”上线发布会

“村村旺”电商平台上的特色农产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