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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对脱贫区县设立5年过渡期，落实‘四个
不摘’……”1月27日，万州区龙驹镇岭上村会
议室里，市人大代表、龙驹镇村镇建设管理环
保中心干部刘吉彬正在向村民们宣讲市五届
人大四次会议精神。放下报纸后，他问：“你们
还有啥子困难，尽管说出来。”

村民张定美第一个发言，之前他特别担心
脱贫后扶贫贷款没了。如今，贷款的事儿稳妥
了，又有向光兵做技术顾问，他说，自己打算扩
大芦花鸡养殖规模。

“我去年卖了300头猪。”村民闫代全抢过
话头说。5年前，闫代全身患肝硬化，是重庆大
学附属三峡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谭云
结对帮扶治好的。后来，他靠5头母猪起家，办
起了养猪场。

村民陈诗菊最满意的是三个娃儿的读书
问题。因为政府减免学费、教师入户关心学
业，现在老大毕业回乡当了老师；老二学医，毕
业后也打算回家乡当医生；老三今年高三，希
望能学门技术。陈诗菊称，感恩扶贫政策，他
们家也要为乡村振兴做点事。

……
龙驹镇是市级贫困乡镇，坡地多、平地少，

全镇贫困户3122户，多是因病、因学、无产业
致贫。为此，龙驹镇开展教师入户助学、医师
入户助医、技师入户助收的“三师入户”活动，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师入户’让我们走出困境，脱贫致了
富。”回想过往，展望未来，参会村民说，他们对
乡村振兴充满期待。

“谭医生救了我的命，党和政府帮
了我全家”

岭上村的半山腰上，有一处整齐的圈舍，
里面有上百头生猪，这就是闫代全的养猪场。

“没想到，我一个以前奄奄一息的人，现在
还能有这么大的产业。”闫代全告诉记者，他以
前一直在外打工，2014年出现脸色发黄、呕吐
不止、全身无力等症状，因为手头紧，只能回到
家中，一躺就是大半年，“三个娃儿都在读书，
我不想人财两空，就没花钱去看病。”

爱人邵清莲说，最困难的时候，家里连大
女儿一周7元的生活费也拿不出来。后来，大
女儿、二女儿高中没上就外出打工了。

2015年的一天，谭云来到闫代全家，说自
己是他们家的结队帮扶干部。闫代全当时看
了谭云一眼，又慢慢闭上了眼睛，心里想“我人
都快没了，你还能帮扶个啥子呢”？

“凭我的经验，你应该是肝硬化。”病床前，
谭云仔细查看了闫代全的症状后说，“还有治
疗的希望。”

“这个时候了，医生都是说安慰人的话。”
闫代全说，当时自己心里这样想，所以也没在
意谭云的话，只是礼节性地说了声谢谢，“那
时，我就是躺在床上等死。”

一周后，在爱人的劝说下，闫代全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去了三峡中心医院。谭云忙前忙
后安排闫代全检查，确诊是肝硬化中期，随即
住院。经过治疗，慢慢地，闫代全饭量增加了，
也不呕吐了，自己还能下床走动，脸也红润起
来，一个月后就出院了。

闫代全自己只花了7000多元，他不知道
医保报了多少。岭上村驻村工作队队员谭军
告诉他，至少报了10多万元。闫代全听了后
眼睛湿润了，他说：“谭医生救了我的命，党和
政府帮了我全家。”

在龙驹镇，不但医师入户，三峡中心医院
还把优势医疗资源下沉，全面托管龙驹镇卫生
院，建立“区级专家巡回指导、乡镇医生上门服
务、村社医生全程管理”三级联动服务模式，安
排799名具有处方权的医师担任2355名建卡
贫困户专职医师，组织专职医师每季度入户走
访2次、乡镇医师每两月入户1次、乡村医生每
月入户1次，动态筛查掌握贫困群众健康状况，
精准建立“一户一档”健康档案，让像闫代全这
样的贫困户病情得到缓解、康复，让他们有了
战胜贫困的信心。

闫代全出院后，谭云又帮他协调5万元扶
贫贷款，支招他养猪脱贫。靠着5头母猪起家，
闫代全自繁母猪。2018年，他建起1000平方
米养猪场，母猪发展到50头，生猪养殖规模达
到300头。去年，闫代全养猪利润实现120万
元，儿子也考上了大学。这一次，他再也不怕
没钱送娃儿上学了。

“有了技术员当顾问，我养鸡就有
了信心”

张定美家住梧桐村，这里坡地贫瘠，既不
能种田，也不能耕地，全村绝大多数劳动力都

外出打工了，张定美就是其中之一。
张定美的父母，一个偏瘫，一个脑梗；两个

儿子，一个念中学，一个上小学。没办法，他让
爱人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孩子，自己外出打工。

“2018年回家，发现两个惊喜。”张定美回
忆，一是梧桐村的石板坡上建起了鸡舍，漫山
都是鸡叫声；第二是村里开会，发给他们家
1800元现金，“说是贫困户代养芦花鸡的分
红。”

原来，梧桐村第一书记白新亮上任后，引
来养殖大户牟桔丰带领村民养芦花鸡。针对
贫困户，梧桐村采取帮扶单位出一点、企业出
一点购买鸡苗，再委托代养，每卖出一只鸡，贫
困户就分红18元。

这种芦花鸡是从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引
进的，抗病力强，肉质鲜嫩，经济价值高。白新
亮动员张定美回家养鸡，同时也好照顾家人。
但张定美觉得自己一没钱、二没技术，有些犹
豫。

“全靠白书记，他帮我养鸡真是上了心。”
张定美说，养鸡没钱，白新亮帮忙找农行万州
支行驻村干部向小阳落实了5万元无息贷款；
缺技术，他安排养鸡场技术人员向光兵做技术
顾问。“有了技术员当顾问，我养鸡就有了信
心。”张定美说。

张定美一口气养了500只鸡。建鸡舍、选
鸡苗、配饲料、查病情，向光兵手把手教张定
美。平时只要张定美一个电话，向光兵就会赶
到张定美家帮忙解决养鸡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张定美自己也肯钻研，还学会通过哨声向
鸡群发号施令：三声持续哨声是吃食了，急促
的一声哨响是有危险。有一只摔断腿的小鸡，
在他的精心照顾下，硬是养成了成年鸡。

2019年，张定美第一批500只芦花鸡卖了

4万多元，他主动申请脱贫。去年，他又养殖了
2000只芦花鸡，创收近20万元，一家人终于过
上了好日子。

看到张定美养鸡脱贫致富了，村民们争相
喂养芦花鸡。现在，龙驹镇初步形成了从种
鸡、鸡蛋、孵化、育雏、养殖、饲料加工到深加
工、商超餐饮、销售的全产业链，带动当地及周
边区县、省外2000余养殖户每户年增收2至3
万元。

“技师入户助收，切实解决了产业发展中
的瓶颈问题。”龙驹镇党委书记张凤政介绍，全
镇统筹市科技扶贫集团、区帮扶集团、镇农技
人员力量，选派各类农技人员100余名，“一对
一”对全镇138个产业项目进行全过程服务，
促进了扶贫产业的发展。

目前，龙驹镇建成标准产业基地10个，全
镇经果林面积达26020亩，其中水果11000
亩、花椒4500亩、中药材5000亩、食用菌120
亩、茶叶3300亩、油橄榄2100亩，粮经比由以
前的6∶4调整到2∶8。

“人要懂得感恩，你们也要为乡村
振兴出把力”

寒假到了，陈诗菊的三个娃儿都回家了。
一天晚上，她召集娃儿们开了个家庭会，“日子
好了，但我们不能忘了过去。”

陈诗菊家住黄显村五组，前些年，爱人黄
万云在山西一个煤矿打工，左脚受过伤，不能
干重活；婆婆有糖尿病，三个娃儿还要上学，经
济压力可想而知。

陈诗菊坦言，她有时甚至想，读那么多书
干啥？能认字、会算账就行了。关键时刻，娃
儿们的老师上门了。老师告诉她，家访不只是
了解学生在家的情况，更要了解家里的困难，

鼓励家长坚持送娃儿上学。
陈诗菊细数这些年享受的教育扶贫政策：

义务教育学费免了、生活费解决了，老大、老二
考上大学，镇里还发了奖金。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老师说的
教育能阻断啥子贫困代际传递。”陈诗菊后来
才明白，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意思，就
是这一代有了文化，下一代就能接受好的教
育、过好的生活，贫困就不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了。

家庭会上，陈诗菊对老大黄平说：“你现在
当老师了，将来下一代肯定比你还有文化！”

2019年，黄平大学毕业后，原本有机会留
到重庆主城上班，可她从自己的经历感悟到，
贫困群众要脱贫，根在教育。于是，她考回了
龙驹镇赶场小学教书。

过去，老师们入户到家，鼓励他们坚持上
学。现在，黄平也成为教师入户行动中的一
员。

陈诗菊叮嘱老二，毕业了也回老家当医生
服务乡邻。她又叮嘱老三：“你学点技术回来，
为老家发展出点力。人要懂得感恩，党和政府
帮我们脱了贫，你们也要为乡村振兴出把力。”

“教育扶贫是贫困群众拔掉穷根的根本之
举。”龙驹镇镇长丁时成称，近年来，全镇开展
教师入户行动，把镇内4所学校分为4个责任
区域，建立“校级领导包片、中层干部包村、任
课教师包户”体系，建立801名贫困家庭学生
与教师“一对一”帮扶台账，实现教师入户常态
帮扶对接。同时，启动“百师访千家”活动，组
织368名教师利用节假日等休息时间，对全镇
6636名在校生进行家访，精准摸清全镇每个贫
困家庭的基本情况，宣传扶贫政策，做好厌学
学生劝返复学等工作，对12名不能随班就读
的重度残疾学生采取送教上门的办法进行教
学，不让一位学生掉队。

此外，龙驹镇还争取各方资金新建龙驹小
学教学综合楼，改建赶场小学食堂，修建龙驹
中学五人制足球场，援建龙驹共享科技馆、简
易录播教室，还与川外附中共建“同步课
堂”，不断完善办学条件。

“三师入户”帮助龙驹群众脱贫又致富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实习生 柏雨
欣）1月28日，在2021中国（重庆）书画人才联
谊会上，“一带一路”书画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正
式挂牌成立。该中心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搭建“走
出去”和“走进去”平台，为相关单位及企业提
供信息交流、经营决策、政策咨询、市场开拓等
服务。

2021中国（重庆）书画人才联谊会由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书画院、华龙网书画艺术联谊
会、重庆一带一路经济技术合作中心、重庆市
书画等级考试管理办公室等联合主办，邀请了
在渝的20多位知名书画家参加，并围绕“一带
一路”文化交流互鉴主题，现场进行了书画作
品创作和交流，放歌党的百年历史，书写“一带
一路”宏阔画卷。

“一带一路”书画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成立

张国清当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波当选辽宁省政协主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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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月31日

邓小平参观
大足石刻

1986年1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一行乘专
列从贵州前往成都途中，在大足邮亭铺
火车站下车，转乘汽车参观大足石刻。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到重庆，时年82岁
的邓小平精神矍铄，兴味盎然，全然不
顾寒风冷雨，凝神观看，认真倾听解
说。在《父母恩重经变相》龛前，邓小平
连声赞叹：“这完全是中国的了，完全是
中国的了！”

标题新闻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记者 高敬
张华迎）中核集团30日宣布，全球第一台“华
龙一号”核电机组福建福清核电5号机组已完
成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投入商业运行。

“这标志着我国在三代核电技术领域跻身
世界前列。”中核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余剑锋
说，“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之
后真正掌握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的商运，对优化中
国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力碳达峰、
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余剑锋说。

他表示，作为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
名片”，“华龙一号”是当前世界核电市场上接
受度最高的三代核电机型之一。首堆投入商
运为“华龙一号”的批量化建设和走向世界奠
定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华龙一号”设计寿命60年，反

应堆采用177堆芯设计，堆芯设计换料周期
18个月，创新采用“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安
全系统及双层安全壳等技术，在安全性上满
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要求。所有核心设备均
已实现国产，所有设备国产化率达88%，完全
具备批量化建设能力。

余剑锋说，得益于上万名建设者常年奋
战，5300多家设备制造企业大力协同，“华
龙一号”全球首堆2015年5月开工以来，即
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始终按计划推
进，安全质量良好受控，2020年 11月 27日
首次并网成功。

据悉，“华龙一号”每台机组每年可发电
近100亿千瓦时，能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
万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年度用电需求，同时相
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816万吨。

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张定美（左一）与爱人精心喂养
芦花鸡。（受访者供图）

▲黄平（左一）在入户走访学生家
庭。（受访者供图）

（上接1版）
深入交流后，冉伟与赵长华一拍即合，达成了

村校合作共建乡村旅游农家乐示范点的协议。
随后，巫山县职教中心为鱼头湾农家乐添置了电

视、冰箱、电饭煲，新建了花台、广告箱、整修了厕所。
冉伟还邀请了“巫山陈记夜市”掌勺陈嗣红手

把手教赵长华如何利用当地食材、野菜制作特色
菜肴、农家饭。“职教中心还选派了专业教师实地
进行文明用语、中餐摆台、房间整理等培训。”

村校共建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鱼头湾农家
乐的接待量逐年上升。到2020年，赵长华一家经
营农家乐的年收入超过了30万元。

一个旅游梦的实现

在肖家冲，获益于村校共建的并不仅仅是赵

长华一家。
“我一个月要在鱼头湾农家乐帮工20天左

右，一天150块工钱。”家住安静村三组的陈英堂
是村里的贫困户。靠着在鱼头湾农家乐帮工，她
每年能有两万多元的收入。

除了陈英堂，贫困户赵本学、赵长双也时常到
鱼头湾农家乐帮工，每年收入一万多元。

贫困户赵本家则在赵长华和巫山县职教中心
的帮助下，于2018年开起了农家乐，每年纯收入
近5万元。

如今，鱼头湾农家乐年平均接待游客5000人
左右，解决了周边村民17人长期就业务工。

在鱼头湾农家乐示范点的带动下，肖家冲已
发展了农家乐3家、民宿1家，每年带动周边村民
近200万元的农副产品销售和务工收入。

“我种的菜、喂的猪，大部分都卖给老赵了。”
靠着种菜喂猪养鸡卖给鱼头湾农家乐，安静村五
组贫困户王启科每年能纯收入3000余元。

赵长华介绍，仅自己的鱼头湾农家乐，每年能
带动近70户村民的农产品销售。

不仅如此，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善了
村容村貌，以前“脏乱差”的肖家冲现在屋舍干净，
交通便利。

“目前安静村有农家乐33家，算是吃上旅游
饭啰。”赵长华古铜色的脸庞上绽放着笑容。

冉伟告诉记者，以鱼头湾农家乐为起点，巫山
县职教中心先后在全县建起了12个乡村旅游农家
乐示范点，帮助60多人实现稳定就业，100多人实
现季节性就业，每年带动农家乐经济收入400余万
元，带动农副产品销售收入1000余万元。

（上接1版）
“这些场景，都是为了呈现黄葛古道的历史元

素。”南岸区住建委工作人员介绍，黄葛古道是古
代重庆通往云贵等地的一条陆上通道，被称为重
庆古代通南达海大道，也是重庆古丝绸之路起
点。古时，很多人牵着马、背着货，往来在黄葛古
道上。

同时，黄葛古道与千年道观“老君洞”、千年古
街“黄桷垭老街”相连，沿途可看到三毛故居、贵州
商会馆等文物故居。

南岸区住建委工作人员介绍，黄葛古道是巴
渝十二景之一，有很多历史元素。改造提升工程
中，南岸区也注重挖掘古道的文化底蕴，打造了风
雨亭、古道驿站、宋风廊亭等景观，在沿途设置了

多处关于古道历史、遗迹的介绍，重现“古驿道”厚
重的历史文化气息。

打卡攻略
公交路线：304、318、320、321、323、354、376等

公交车，在一天门站下。沿支公路可进入步道采
取泉水。

（上接1版）
刘玉钰与朋友体验刺绣的店铺，是闫永霞在

磁器口开的第二家店。2011年进入磁器口后，借
磁器口旅游发展的“东风”，闫永霞30平方米的刺
绣小店每天要接待两千多名游客，高峰时入店日
流量达三四千人。

“我能明显感受到这几年游客需求的变化。”
闫永霞说，最初时进店的游客以闲逛为主，几乎人
手一把烤串；近几年手拿食物的游客少了，愿意驻
足观赏、体验刺绣的却多了起来。2018年，她在
沙磁巷开了第二家分店，面积200平方米，其中有
50平方米作为体验区，免费教游客学习刺绣。而
来学习的游客中，有1/3出门时会购买相关绣品，
人均消费额度达到200多元——据测算，这比餐
饮类店铺消费要高一倍以上。

对于与文化创意产业“不搭界”的传统店铺，
也通过鼓励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字号”等
方式，提升文化内涵。

秦源是码头会老板，主营毛血旺。去年底，他
在管委会帮助下复原了豆汤毛血旺的做法，并申
请到区级“非遗”。现在，这道菜成为店里的招牌
菜。与此同时，陈建平麻花也申请到区级“非遗”，
下一步准备申请市级“非遗”。

据统计，目前古镇内“非遗”“老字号”等产品
已有50个，比2017年增长4倍。

精品店联盟“跨界”销售

在29日的磁器口古镇特色精品店联盟成立
大会上，陈昌银麻花展示了新推出的产品：分别与
磁器口的瓷器、茶叶等实现“跨界”联合，组成礼盒

套装。
“这是管委会‘撮合’的，原来我们没想到还可

以这么‘跨界’。”为麻花提供瓷器包装的喜舍空间
老板左奕川说。左奕川在磁器口发展多年，主要
以销售陶瓷茶具、餐具为主，作为其它产品的包装
还是第一次。他乐观地预计，将密封瓷器作为包
装器皿可以提升双方产品的附加值，自己的瓷器
销量也可以同步提升。

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以前对文化创意类
店铺的扶持主要是“发块牌匾、帮忙宣传”。而联盟
的成立，可以通过各精品店铺抱团的方式，发售联
名款、相互推荐或相互展示的方式，让店铺由独立
的“点”连成涵盖多种业态的“线”，再利用“线”的带
动进一步唤醒古镇内各商家的精品意识、文创意
识，从而带动古镇旅游整体提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