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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渝举行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巡回报告团成员

据重庆日报消息 10 月 24 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
报告会在渝举行。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
见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成员。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市
领导王赋、胡文容、夏祖相、李明清、宋爱荣，国务院扶贫办和市
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有关活动。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报告团一行来渝作报告
表示热烈欢迎。陈敏尔说，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念兹在兹、
亲力亲为、领战督战，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
示，为我们做好决战脱贫攻坚最后阶段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
话精神，全力以赴打好脱贫攻坚战，千方百计提升工作效果、提
高脱贫质量。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和业绩，是由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创造的，是由一件件生动的事情体现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事迹巡回报告团的各位成员就是其中的先进代表。你们坚忍不
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昂扬向上、顽强拼搏的感人故事，既是
对脱贫攻坚的巨大鼓舞，也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力
量。当前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段，全市上下要继续保持攻坚态

势，再接再厉、善作善成，学习好宣传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把报
告团带来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的强大动力，
确保高质量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唐承沛简要介绍了报告团各位成员的先进事迹，代表报告
团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对重庆脱贫攻
坚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重庆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
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特别是今年以来统筹推进
战贫、战疫、战灾，有力化解了疫情、灾情的不利影响，脱贫攻坚
成效显著、亮点纷呈。报告团将认真讲好脱贫故事，宣传好先进
事迹和典型经验，
助力重庆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报告会首先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
来之际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的批示。
报告团成员付凡平、赵海伶、杨树海、秦倩、王建球、秦永刚先后
登台作报告，生动讲述在脱贫攻坚一线创造的先进经验和一幕
幕感人瞬间。陕西省宜川县蒙恩农产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付凡平身残志坚，搭乘电商扶贫快车，带领残疾和贫困群
众创业就业，成为农村电商领路人。四川省青川海伶山珍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海伶汶川大地震后“逆行”回

到家乡，把“小网店”变成了“大产业”，帮助当地农特产品实现
由卖掉到卖俏的华丽转变。重庆市奉节县探索创新干部走访、
教师家访、医生巡访、农技随访“四访”工作法，实实在在帮助群
众解难题、增福祉、享公平。共青团河南省委学校部部长、驻周
口市西华县迟营乡孙庄村第一书记秦倩结合当地实际发展集
体经济和农民合作社，探索出具有孙庄特色的脱贫模式，被老
百姓亲切称为“闺女书记”。湖南省宜章县坚持用创新型理念、
精细化管理、钉钉子精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在产业扶贫、扶贫
小额信贷、健康扶贫、就业扶贫等方面探索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南疆军区政治工作部群工联络处处长秦永刚带领部队深
入开展一系列扶贫共建活动，让南疆各族军民“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同心协力奔小康。他们的扶贫故事生动精彩、感人
至深，感染着全场听众，现场气氛热烈，不时响起阵阵热烈的掌
声。
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和网络图文直播形式召开。全市脱贫攻
坚工作先进代表、在渝高校师生代表、18 个市级扶贫集团和市扶
贫办干部职工等在主会场聆听报告，33 个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区
县设分会场。

卫生干事邓璧虹：

一边写下玫瑰色的诗句
一边从前线抢回战友遗体

铜梁
大红灯笼照亮村民致富路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军 通讯员 童轩）每
到重大节日，一串串红灯笼，为我们增添了喜庆的氛围，同时照亮铜
梁扎灯村民的致富路。记者昨日从铜梁区获悉，10 月 17 日，坪漆村
新建了一个专业化制作的龙灯彩扎基地，占地 1200 平方米，设有彩
扎车间、龙灯展示厅等，满足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愿望，让更多
群众走上致富路。
深秋时节，走进铜梁区太平镇坪漆村的龙灯彩扎基地（扶贫车
间），
造型各异、大小不同的大红灯笼伴着一缕秋日暖阳，
让人心生浓
浓的暖意。2018 年，作为重庆市级脱贫村之一的坪漆村就组织村民
开展龙灯彩扎技术培训和彩扎务工，帮助村民增加稳定收入，现在，
在这个扶贫车间里，几十位包括建卡贫困户在内的村民正忙着制作
灯笼，
缝红布、穿骨架、烫印花、粘金饰、安穗子、打包装……一个个忙
得不亦乐乎，
致富的坦途也在他们面前铺开。

人物简介
邓 璧 虹 ：90 岁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60
军180师539团卫生干事。他曾经带领
一个担架排，冒着炮火在敌人的封锁区
内 拉 回 多 名 伤 员 和 27 名 烈 士 遗 体 。 他
在战壕内写下数十篇诗歌和日记，以乐
观的心态真实记录了真实的战争。因
炮 弹 导 致 听 力 永 久 受 损 ，目 前 接 近 失
聪。荣立三个三等功。
他年轻时必定是个浪漫的人。说起七十年前那场残酷
的战争，老人的开场白是：
“那天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半边天，
敌人打出一颗红色信号弹，
像礼花一样散开……”
自然，真实的战争并不浪漫。由于炮弹多次在身旁爆
炸，致使邓璧虹目前丧失了 95%的听力。但他说，无悔入
朝，
这是一场正义之战，战得光荣！

“照明弹像是升起的礼花”
1951 年 3 月，邓璧虹从璧山出发，在学习了朝鲜语和卫
生知识后，于农历 8 月 15 日跟随部队渡过鸭绿江。在新义
州，沿途都可以看到前几次战役留下的千疮百孔的民居、坦
克的残骸。
邓璧虹胆子还很大，
看见敌机飞来，在头顶上盘旋，
开玩
笑地跟战友说：
“这像不像是在欢迎咱们的到来啊！
”
敌人发射
的红色照明弹映亮了天空。
“这好像是为庆祝中秋节而燃放的
礼花呢。
”
他心想，
敌机发出的
“嗡嗡”
声就像是音乐一样。
他在日记中写下打油诗：
“入朝巧逢中秋夜，
月圆星明浮
云散。新义坦途是平原，坦克尸骸沿途见。嗡嗡机歌庆节，
迎宾挂上照明弹。接连不断火箭弹，深浅身后泥土沾。高炮
出膛礼花艳，
五彩缤纷真好看……”
作为 180 师的补充部队，他们在谷山郡进行了近一年的
整训。之前 180 师在五次战役中受挫，
几乎全师覆灭，
因此战
士们有一个深深的信念：
一定要打翻身仗，
雪五次战役之耻!
邓璧虹的心态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他看到敌机炸死炸伤
大量老百姓，
“连小鸟都被炸死了！”
这个心思细腻的年轻人，
从一个浪漫主义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方形山战斗中临危受命
1953 年 5 月初，邓璧虹奉命前往前线“八一站”，这是之
前 181、179 师建的包扎所。弹药库、粮食储藏库、后勤仓
库，
后勤中心、卫生队都设在这里，
成为他们的大本营。八一
站主要负责一线部队的粮草和弹药供给，向后方转移伤员、
安葬烈士等工作。
邓璧虹调过去后，
负责管伤员的处理、
登记、
包扎、
发负伤
费。每次看到被送来的战友流血呻吟，
他心里都很难受。
有一次他们接待了一名运输弹药和送伤员的担架员，
他
从包里掏出一匹红绸，打开后，大家的眼泪都流了下来。原
来，
里面包的是牺牲战友的尸骨。
“八一站”
离前线不到一公里，
敌人的炮弹每天都会打过
来。好几次，炮弹在邓璧虹的身旁爆炸，泥巴、碎石砸到身
上，造成听力受到严重损伤。战争结束后，老人的听力每况
愈下，
逐渐失聪。
1953 年 5 月 27 日，著名的方形山战斗打响。当时坚守
阵地的 5 连伤亡惨重。在敌军疯狂的炮轰和严密封锁之下，
一批伤员和烈士无法转移到二线进行处理和救治。
6 月 10 日，当时的后勤处处长抽调一个担架排共 32 人，
交给邓璧虹一个任务：
“小邓，上面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都
要把伤员和烈士通通找回来！”
于是，邓璧虹和排长一起等到

邓璧虹
晚上 9 点，待天黑透了，披着伪装沿着五号环形阵地前进，他
们离敌人直线距离不过 500 米。
在接近 5 连指挥部约 200 米的山梁，发现交通壕已被敌
人炮弹铲为平地，
而且每分钟就有一次炮轰。战士们计算了
一下，封锁区长 120 米，决定趁打炮间隙迅速通过。然而，刚
跑了二三十米，炮弹就飞了过来，
瞬间血肉横飞，
担架兵牺牲
了 4 人、重伤 3 人、轻伤 5 人。于是他们只有先暂停任务，将
伤亡的战友运回八一站。
没能完成任务，后勤处长把邓璧虹骂了一顿，再调拨了
28 人，叮嘱无论如何要让战友和烈士
“回家”
！
邓璧虹再次出发。这次不能走那条封锁线了，
他们选择
了两山之间的一条斜坡，可以避过封锁线，但要多绕一公里
多，山路崎岖，需要拿刀砍去树枝和荆棘开辟出一条路。衣
服被挂得稀巴烂，
身上也划出一条条伤痕。
一公里路他们走了一个小时，
眼看离连部只有二三十米
了，
有一名担架员工踩到了地雷，
腿被炸断，
于是他派出两个
战友把伤员送回八一站，剩下的人继续行进，安全到达连
部。在这里，找到了 7 名重伤员。两名担架员负责一个伤
员，
背回了去八一站，
剩下的十多个担架员，
来到防空洞外的
阵地继续寻找烈士。

带 27 名战士遗体
“回家”
绝不能让牺牲的战友落入敌人那里！邓璧虹暗暗发誓。
那一晚，月亮挂在枝头，微微泛黄。敌人的炮火把树的
枝桠都打秃了，可以想象之前战斗的惨烈。两三百米外的对
面山头就有敌人驻扎，
不能打电筒，
也不能用火把，
只能沿途
用脚踢，
用手摸，
在黑暗中地毯式搜寻战友的遗体。
那时天气炎热，牺牲的烈士大部分已腐烂。邓璧虹俯身
低头一摸，摸到一张嘴，再抬起手来，手上沾满了尸水。但邓
璧虹来不及害怕，
更多的是悲愤。他和战友们摸了一个多小
时，一共找到 31 具遗体，其中 4 具是敌人就地掩埋，其他的
是我军烈士。他们来回跑了四趟，回来时已大汗淋漓，近乎
虚脱。
幸运的是，他们在阵地上时，敌人一直没有打枪或者开
炮。27 具遗体送回八一站后，他又挨着登记，用塑料袋一个
个将遗体装上。

听力受损，无悔入朝
现在跟邓璧虹说话，必须贴近他的耳朵，
用很大的声音，
才可以勉强听到一点。
“这根本不算什么。跟牺牲的战友们比起来，我算是非
常幸运了。”
邓璧虹说，
能够参加志愿军，
是一生的光荣，
无悔
入朝！
“在战场上，我只是敲敲‘边鼓’，做点后勤工作，没有直
接面对打敌人。”邓璧虹谦逊地说。他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
章，
在战场上记回了满满一本日记和战地诗歌。
在抗美援朝胜利五十周年时，他还提笔写下了一首《满
江红》述怀：
“ 抗美援朝豪气壮，出征壮士离乡、辞国、别爹
娘。寒雨浮烟征途路，遍地荆棘行足苦，更兼冰雪铺，机歌、
弹舞迎宾曲。黑夜茫茫无处。国际主义英雄胆，
沙场鏖战生
死关，杀洋兵、斗伪顽，挥戈破敌钢铁志，碧血溅。千万儿郎
立战功，
力无穷……”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大渡口
让老人与美景
“同框”
他们笑得合不拢嘴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军 通讯员 袁铷彬）22
日下午，
由大渡口区委宣传部、区妇联主办，九宫庙街道承办的
“孝行
义渡 温暖重阳”
活动中，
老人们体会了一把与美景
“同框”
的快乐。
“今天是我 84 岁的生日，非常开心，重阳节的活动也非常热闹！”
坐在椅子上的吴秀兰老人开心地说道。为了能上老人感受到大渡口
区的美，
九宫庙街道专设幸福重阳活动区，
制作了以义渡古镇为主题
的照片背景，
让专业摄影师志愿者为老人拍下幸福瞬间，
让他们不出
门也能打卡留下美好回忆；
多彩重阳区域，
展示着养老院内老人们创
作的绘画作品，一幅幅画作仿佛在述说老人不变的风采……

禁毒宣传院坝会
让禁毒意识深入民心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军 通讯员 陈果）近
日，
大渡口区八桥镇组织辖区居民召开禁毒宣传院坝会，
现场发放各
类禁毒宣传资料 300 余份，大大提高辖区居民的禁毒意识。
为进一步加强和提升辖区居民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和能力，
不断提高辖区居民的禁毒知识普及率，
会上，社区民警和禁毒社工向
参加院坝会的居民群众详细介绍了毒品的种类、毒品犯罪的罪名，
并
介绍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
若发现此类违法行为积极向
公安机关举报。

趣味运动会
让老人们
“玩有所乐”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军 通讯员 陈莺莺）
22 日上午，大渡口区钢花社区组织辖区孤寡、空巢老人、志愿者等百
余人，开展“孝亲睦邻、共度重阳”活动，展现老年朋友们热情洋溢的
精神状态。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种多样的趣味游戏，
“沙包击红锣”是在一定
距离用沙包击中铜锣上的红心，沙包分 2 种重量，便于更多老人参
与；
“比比谁最美”原地蒙眼贴眼、鼻、嘴、耳贴在人脸上，考验老人的
手脑协调能力；
“考考眼力好”则是根据工作人员举牌上的重阳节登
高画面，锻炼老人短时间内的反应力；
“10 人猜汉字”纵列坐好后一
人用手在前一人后背写字，
前一人感知是什么字后向前传递，
增加肢
体与肢体的接触，
加强老年人邻里之间的交流互动。

九九重阳节活动
关注老人心理健康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军 通讯员 赵珂玉）
23 日，大渡口光明冶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以“九九重阳
节·浓浓敬老情”
为主题的活动，在关注他们身体健康的同时，
还对他
们的心理健康进行关心和建议。
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是幸福的晚年，但是一些独居的老人容易
产生孤独感，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仍然值得大家共同努力。此次，社
区携手辖区医院为老年朋友们带来义诊服务，传达对老人的尊敬、
关怀，社区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的老人们送上了节日礼品，让他们度
过了一个温馨、快乐的重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