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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做到了用脚步去丈量大地”
杨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11 月 16 日，重庆市优秀扶贫干部杨
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忠县举行，杨骅
的亲友、同事、帮扶对象以及采访其事迹
的记者等 6 位报告人，讲述了杨骅生前的
点点滴滴。忠县金鸡镇傅坝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杨骅在今年 8 月 21 日累
倒 在 热 爱 的 岗 位 上 ，一 个 多 小 时 的 报 告
里，杨骅的故事让现场听众深受感动，引
起了热烈的反响。

工作方式：用脚步丈量大地
忠县金鸡镇蜂水村支部书记彭涛第一
个上台作报告。去年 3 月 20 日，杨骅作为
驻村工作队队员来到蜂水村，就给彭涛留
下了深刻印象。驻村工作队走访贫困户，
其中一户屋里一地鸡屎无从下脚，杨骅拿
起扫帚就开始打扫，不一会儿就把院子收
拾好了。临走时还嘱咐那户人家要注意清
洁卫生，免得生病。这让彭涛感到意外又
敬佩，这个扶贫干部不但没有架子，而且亲
力亲为，拉近与群众关系。
这样的作风反映在杨骅参与扶贫工作
中的方方面面。因为工作出色，组织今年
把杨骅调到傅坝村担任第一书记。傅坝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黄建国回忆，杨骅在傅坝
工作的 42 天里，没闲过一天——每天带着
扶贫干部们走田坎、爬山头、进农家，调研

村里产业发展、规划贫困户脱贫项目、推动
全村危房改造，到村民小组召开院坝会，宣
传扶贫政策……甚至杨骅离开的前一天，
他还在为贫困户刘兴国家的危房改造事宜
奔走。
在听完报告会后，金鸡镇党委书记张
小平也讲出了自己对杨骅工作方式的感
受，
“真正做到了用脚步去丈量大地。
”

群众口碑：把贫困户当自家人
重庆工程学院的大一新生张荣梅也是
报告人之一，
她是傅坝村贫困户张启斌的大
女儿，能够在大学安心读书，跟杨骅的帮助
分不开。杨骅不但帮她了解了申请国家教
育补助的政策，
还奔走联系为她争取到了爱
心企业的 3000 元资助。而在填报助学补助
申请时，
出现了系统录入姓名与身份证名字
不一致的意外，
杨骅又冒着酷暑一次次跑镇
政府说明情况、补办手续、协调处理，
帮她更
正名字，
最终申请到助学补助。
杨骅的父亲杨志刚在今年 9 月去到儿
子生前扶贫的村里看了看，了解了杨骅的
群众口碑，说到这里，他也眼含热泪：
“提起
杨骅，村民们都说他的好，都说我养育了一
个好儿子。他是我的好儿子，也是党和人
民的好儿子！”
重庆电视台记者廖洋益在 10 月份去

忠县深入采访，每一位采访对象都反复说
着这样一句话：
“多么好的一个人呀！”通过
多日采访，廖洋益拼凑出这样一个杨骅印
象：
“ 从每个人深情的讲述中，我看到了一
个普通的基层党员干部如何用爱和责任赢
得怀念和褒奖；我看到了忠厚仁义的家风
怎样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看到了一个真
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共产党员是如何在老
百姓心中竖起一座丰碑！”

扶贫工作：就要像杨骅一样用心
忠县三汇镇寨坪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队长万山红听了杨骅的事迹，感触颇
深。
“听了这个报告会，我流了几次泪，不仅
是感动，我觉得还是一次驻村工作再培训，
学 习 如 何 和 群 众 沟 通 ，如 何 做 好 基 层 工
作。在扶贫工作中，就是要像杨骅一样用
心去干事、用情去做事。他连群众的娃儿
喜欢吃什么都记得到，这证明我们的扶贫
干部是用心、用情了。
”
和杨骅一起在金鸡镇工作的张小平
说，希望以这个报告会为契机，在全镇掀起
向杨骅同志学习的热潮，以更加扎实的作
风、务实的工作，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不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忠县安监局办公室主任郑晓峰曾跟
杨骅一个办公室工作，了解熟悉杨骅的工

“长安跨越”
的跨越：今年同比增幅 62%
关注民营经济发展

说起长安跨越，许多人都会想起大街小
巷奔跑的“不大不小、用着刚好”的小卡车。
在不少车企都遇到发展难题的时候，该企业
是如何保持常见高增速的呢？记者日前来
到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的研发销售
中心，采访了总经理韩鸣。

民营企业迎重大利好
据介绍，长安跨越是由重庆跨越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控股，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参股组建而成的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
谈到近期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韩鸣
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企业的关心、帮助、
支持，把民营企业对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经
济发展的重要性谈得很透彻，也非常暖人
心。在谈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是自
己人”
时，
更加令人振奋精神、坚定信心。
韩鸣表示，民营企业座谈会后包括生产
要素、社保基金、税费减免等具体指标的具
体部署，落实下来对民营企业发展将是极大
的支持和鼓舞。

帮助企业安心扎根发展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鸣
（上接 01 版）

他人的眼
本子上密密匝匝记满了他的生意流
水，哪个月，收入好多，做模特好多天，每次
好多钱。大部分时候，做皮匠一个月一两
千，做模特一年两三千。最多的一年，2014
年，
做模特收入 5000 元。
20 年前“农转非”，老冯找不到工作，拜
师学修鞋，是个手艺。
“ 当时想每天挣碗面
钱。”开了个铺子，客源是越做越少。工艺
好了，质量提高了，皮鞋没得几十年前那么
容易烂了。一个给美术学院做装修的工人
跟他讲，有个工作可以挣点钱，学校老师给
他说的，当模特，
站着不动就行了。
那是 2006 年，穿衣服站 40 元，不穿 50
元。
“我就去了，感觉比修鞋松活（轻松）些，
下课马上就给现钱，也不拖。”他给老婆也
报了名，
“她不干，坚决不干，穿起衣服也不
干。”
“ 就是我去她也是反对的……我们不
说她的事，其他可以说，不说她。”
胡荣是老冯的师弟，开的店在老冯斜
对面。他说老冯脾气好，不管别人怎么议

全市民营企业座谈会暨走访服务民营
企业动员会提出，要有效破解民营企业“融
资难”
“ 降本增效难”，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
担，帮助企业降低生产经营、物流、用气用电

等成本。政策举措的落实，在韩鸣看来，是
对民营企业的重大利好。
目前长安跨越地处万州，其单车物流成
本大幅增加，达到 1000 元/车的增幅。因此
韩鸣建议，如果政府能够出台系列政策，如
给予一定物流补贴，能够进一步帮助企业安
心扎根发展。

作能力。而听了报告后，更为其在基层扶
贫中的精神所感动，
“ 他心中时时刻刻都
装着群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杨骅
为榜样，学习他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为社会贡献一份
力量。”

继续前行：杨骅没有离去
杨骅走后，他在忠县安监局的同事董
世军向组织提出，要接替杨骅到傅坝村扶
贫，他想把杨骅想干却没干完的事情继续
干下去。
带着杨骅的愿望，循着杨骅的足迹，董
世军和队员们奔走在田间地头，深入到农
家院坝，用实际行动告诉每一位村民：杨骅
没有离去，
杨骅也没有走远。
现在，村里的果园扩建项目已经通过
审批，预计年前就可以开工；村里的公路已
经完成硬化 4.3 公里，另外两条公路的扩宽
改造工程也在有序推进；微信公众号也已
经建起来了，乡亲们可以接收最新的扶贫
政策和致富信息了，电商平台也已经进入
试运营。
杨骅曾说，他想让傅坝村一年年富起
来，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这是杨
骅的心愿，也是驻村工作队继续奋斗的目
标。
都市传媒记者 李卓然

打造
“快递+”
助农增收致富

近年来，我市邮政管理局助力让 18 个
深度贫困乡镇建立了邮政或快递农村电商
服务站，打通“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
乡”通道，开拓创新打造“快递+”助农增收
致富，让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及时发出，实现
从田间到餐桌的无缝对接。同时，积极推
进快递、现代农业、电商零售等跨界融合发
产品不断创新保持高增长
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的服务支撑，助
据统计，近 5 年以来，长安跨越年均复
力农业经济发展。
合增长率近 30%，去年增幅达 58%，今年 1
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不少农户靠着果
至 9 月同比增幅 62%，高于行业近 50 个百
园增收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村里今年
分点，增速名列全国轻型车行业第一。在汽
31 岁的汪登荣就尝到了甜头儿，成了村
车行业整体遇到困境时，长安跨越取得这样
里的种果大户。汪登荣除了是果农，她还
的成绩令人惊讶。
“企业占领市场靠产品，产
是乡村电商服务站站长。原来涪陵为了
品靠技术研发。”韩鸣说，取得这样的增速，
推动农村电商发展，涪陵电子商务产业园
核心还是在于产品，在产品创新、产品差异
以“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发展模式，通过
化、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线上消费，线下体验”，依托电商园建立
当年韩鸣和研发团队在轻卡和微卡之间
了土特产品展示展销中心，还开设了县城
挖掘出
“小卡”
的细分市场蓝海，
一度市场占有
特色专柜，并建成了 352 个乡村电商服务
率超过九成。如今虽然降到五成，
“但是蛋糕
站，逐渐形成了“买货、卖货足不出村”的
已经做大了。
”
韩鸣介绍，
那款车奠定了长安跨
新局面。
越的产品基础，
之后的车型也有其血脉传承。
涪陵电子商务产业园运营中心工作人
关于未来，韩鸣透露，长安跨越业务将
员杨吕介绍，
“村村通”物流全覆盖，快递直
全面涵盖汽车+物流服务+出行方案，打造
接下线，降低物流成本，解决了工业品下
中国最好的城镇智能物流专家。
乡，
农产品进城
“最后一公里”
的难题。
都市传媒记者 李卓然 受访者供图
都市传媒记者 陈英

论他当裸模的事，他都不生气。
“开头几年，
学生就是那些上课画他的孩子们，12
他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农贸市场不少人都
年过去，
很多孩子都有孩子了。
知道他在大学兼职的事，遇到老顾客，别个
他翻啊翻，又不晓得从哪里翻出一摞
提这事，他只谈鞋，
不搭这个话题。
”
手抄本和纸片片，没得地方摆，他就像摆摊
十几米外
“琴琴的早餐店”
老板杨姐说，
一样摆在地上展示。有他自己写的
一年前来这边开店，
听到顾客讲老冯的事，
她 “书”——心灵格言，人生感悟什么的，他喜
佩服老冯的勇气。
“但是我不得去当面问他，
欢拿给亲近的学生看。还有学生写给他的
有些事情知道就行了，
没必要去刨根问底。
”
信。
“ 他们以前喊我模特大叔，现在喊我模
老冯不会发手机短信，
前两天让杨姐店里
特爷爷。你们看学生给我回的信……”
小妹帮着回一条，
完了要给杨姐 5 角钱酬劳。
——
“看了这本书知道大叔是写给你
杨姐说：
“这点小事，
哪要啥子钱。
”
老冯就跟我
孙女的，很佩服你的坚持，很感动这份无私
们说：
“你们中午要吃面的话，
我带你们去这
的爱，你是个很富有的人，相信你的孙女也
家店，
照顾下她生意，
也当是帮我还个人情。
”
会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
“坦白讲，
我是喜欢、羡慕甚至是嫉
妒你这样的人的，因为，你活得是那样的真
模特爷爷
实而坦诚。我不得不承认，
人要是做真实的
老冯的午饭是早上从家里带来的，装
自己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我特别嫉妒你，
因
在不锈钢饭盒里，凉拌胡萝卜丝，下一点白
为你都不会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
米饭。冰凉，他说习惯了。
“ 不怕冷，就怕
我们打通了至今与老冯保持联系的山
热，铺子里没空调，
夏天才恼火。
”
东学生张婷婷的电话。她说她现在一所中
“你看这些都是我写给学生们的文章，
学当美术老师，7 年前毕业，老冯每年都在
有些是他们给我的回信，有的是我写了请
春节等重要节日给她打电话，问候她的近
人打出来的，有的是……”老冯不爱讲自己
况，祝福她快乐生活工作。
“ 他是很本真的
的生活，他的兴趣集中在职业成就感上。
人，
有执著追求。
”

“毕业了，也没什么好送你的，就送你
一个本子吧，继续记录你精彩的人生吧。
最后，感谢你曾经出现于我的生命，感谢你
给我们生命留下那么光辉灿烂的一笔。”在
老冯收集的学生回信中，张婷婷当年的毕
业留言，
最醒目。
做这个职业，为多点收入，也不全是为
收入，
老冯有自己的支点。
“昨天我接到今天
要上课的通知，晚上就去理发，今天早晨 7
点过起床，把胡须都刮干净，才出门。”他觉
得这就是敬业。
“还有，不能拿学生的东西，
不能动画室的东西，
上课不能动，
不能说话，
这些我都是做到的。很多学生都认可我。
”
老冯说，在北碚的人体模特有四五十
人，以中老年居多，平时大家偶尔在教室外
过道遇见，点个头招呼下。在沙坪坝区大
学城，有两百多个模特，每次报酬也比这边
高个 50 元到 100 元。
“那你会去大学城吗？”
“去了那边，我写的东西就没人看了，
也没人给我回信了。”声音低下去，他埋头
给一只皮鞋上线。

重报集团都市传媒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