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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攀枝花

张爱萍故里加快发展特色产业，人均收入增速喜人

“如您所愿，家乡发展快起来了”

5月12日
周恩来批准朱家包包铁矿大爆破

1971年5月1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朱家包包铁
矿大爆破方案，指示爆破工作要周密组织，杜绝失误。

5月13日
省运会皮划艇比赛在攀举行

2003年5月13至14日，四川省第十届运动会（青少年
组）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在我市米易县国家级皮划艇激流
回旋竞训基地进行，全省7个市、州代表队的39名运动员参
加比赛，攀枝花代表队获得两金两铜的好成绩。

5月14日
川云西路改造开工

1965年5月14日，川云西路改造开工。该路北起四川
成都，南至云南昆明，全长1303公里，改造以1937年所建老
路为基础，四川省交通厅勘测设计院、云南省交通厅勘测设
计院联合勘测，四川省、云南省联合组织施工，采用6级公路
标准，基宽7.5米，路宽6.5米。最大纵坡10％，最小平曲半
径20米，泥结碎石结构，投资3000万元，1966年12月建成
通车，全线可载60吨重车、120吨拖车通行。

5月15日
中央确定攀枝花为大三线建设重点

1964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
工作会议，讨论国家“三五”计划和国防布局问题，攀枝花
被确定为大三线建设重点，第二次提上国家建设议程（首
次是在195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

（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婧

在重庆市档案馆，不少珍藏的老照片，记录
下了因为兴建三峡工程，130 余万人迁离家乡
的历史。

“这是一次艰辛而动人的命运大迁徙，这是
一场气壮山河的家园大重建，这是一部凤凰涅
槃的事业大创新。”重庆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郭若
兰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

1992 年 4 月 3 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工程采取一
级开发，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建设方案，到
2009年全面建成。

三峡工程淹没库区涉及重庆、湖北两省
市，最初计划到2009年三峡工程建成时，动迁
城乡居民 103.79 万人，后来经过调整，三峡库
区移民总量超过130 万人，其中重庆动迁移民
113.8万人。

“建设三峡工程，能根治长江水患，并发

挥其巨大的电力、航运效益，是国人的百年梦
想。”郭若兰说，但淹没库区涉及范围广、人口
多，移民能否“搬得出”成为三峡工程成败的
关键。

自工程开建以来，库区人民无私奉献，毅然
“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有的离开肥沃的土
地向后靠，把新家建在贫瘠的山梁台地上，更多
的人们离乡背井，揖别祖祖辈辈居住的故园，带
着家乡的泥土，远赴十几个省区市重新安家。

郭若兰展示的这张照片拍摄于 2004 年 8
月 26 日，奉节码头，重庆库区移民李德兵走向
移民专船，他是最后一名跨省市三峡外迁移民。

郭若兰说，在党中央“一盘棋”的引导下，各
地对接纳三峡移民工作都做了详尽的安排，移
民在移居地迎来了新生活。正是因为有了广大
移民的奉献、牺牲，有党和政府坚定维护移民的
利益，三峡百万移民“搬得出”的目标才得以如
期实现。同时，围绕“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
标，进入三峡工程后续规划建设阶段。

农业强 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凤凰山上凤凰飞，骏马奔腾骏马催。
常忆州河风卷浪，万山红遍待时归。”张爱
萍年少即离家投身革命，但思乡情结始终
萦绕心间。将军诗篇中的“凤凰山”，因出
产青脆李远近闻名，如今，“环凤脆李”不仅
成为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更是周边
群众的“致富果”。

如凤凰山北侧的金凤村，种植有青脆
李2800余亩、枇杷1200余亩，还有柑橘、
樱桃等千余亩。“很多家庭单靠种植水果每
年就有 10 多万元收入，还出去打啥子工
哟。”曹动政说。

除了青脆李，通川区群众的致富果还
有蓝莓——如今，全区已建成蓝莓核心区
1万亩。

通川区蒲家镇便是其中的代表。“正在
饱果，预计20多天后就可以上市了。”在位
于该镇八口村的四川秦巴蓝莓现代农业产
业园，蒲家镇党委副书记罗小丁告诉记者，
该镇已在 4 个村累计种植蓝莓 5700 余
亩。“未来还要继续发展，建设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

“一手稳定粮猪生产基本盘，一手加快
发展特色产业……”通川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当地以“一李两莓”（青脆李、蓝
莓、草莓）为主，构建起支持乡村发展的核心
致富产业。现已建成“一李两莓”种植面积
10.8万亩，建成特色产业基地356个、市区

级现代农业园区19个，“通川脆李”“通川草
莓”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农村美 人居环境不断提升

产业发展了，通川区乡村的人居环境
与风貌也在不断提升。

如今，走进磐石镇盐井坝村，举目所见
是居民院墙上色彩缤纷的乡村彩绘，干净
整洁的水泥路联通家家户户，砖、瓦、竹等
与各种旧物件装饰点缀在村子各个角落，
盆栽、花草种植错落有致，川东民居建筑风
格让人心旷神怡。“住着很舒服，比城里还
巴适。”盐井坝村村民肖和瑞说。

这种变化得益于去年 4 月开始的庭
院整治工作。通川区遵循“不搞大拆大
建、不搞风貌塑造”的“两不”原则，巧妙运
用砖、瓦、竹、石、木等材料，让村子在人居
环境提升的同时依然保留“原汁原味”。
此外，通川区还积极实施农村厕所革命、
生活垃圾分类、生活污水治理、村庄清洁
等行动，让乡村美起来，不少地方甚至成
为“网红打卡点”。

青宁镇岩门社区的蜕变也是范例之
一——如今，这里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油画
风情小镇”，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不仅是居
民院坝色彩斑斓的美丽外墙，还有以前因
山体滑坡后留下的乱石岗“变身”的“云门
天寨”旅游项目，参照国家5A级景区标准
打造，近期即将开园。“灾区变景区，这是我
们的福气啊。”近年来不断的变化，让52岁

的青宁镇岩门社区书记郑家敏感慨万千。

农民富 多维拓宽增收渠道

产业强了、村居美了，通川区乡村广大
群众也富裕起来了。既要做大蛋糕、更要
分好蛋糕，多渠道增收促进农民致富，是通
川区“咬定”的目标。

在蒲家镇八口村，当地整合村集体资
产及扶持资金 170 万元，折资入股达州市
八口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按一定比
例固定分红。村民除土地流转费、园区务
工、电商销售收入外，还有分红收入，仅
2019 年，八口村集体、贫困户分红分别就
达7万元和5.6万元。

此外，“企业+基地+农户”等模式也成
为通川区农民朋友增收的重要路径。分布
于磐石镇盐井坝村、场坝村和新店社区的舒
适庄园，现已建成标准化农业生产基地
1000亩。该庄园依托“公司+基地+农户”
的产业经营模式，将公司、农户的利益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草莓种植集群，走共同
发展之路。

拓宽村民增收渠道，通川区还有更多
举措。

去年12月，一场为期15天的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班举行，120名全区种植、养殖大
户通过理论课、实践课，经考核之后拿到了
职业证书。

“除了在‘人’上下功夫，我们还通过改
革增强活力，持续激发乡村振兴发展新动
能。”通川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信心满
满，要让当地农民的钱袋子鼓得更大。

该负责人的信心来自“地”“钱”两方面
问题的妥善解决，“把资源盘活”。

——解决“地”的问题。通川区巩固和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农村集体不
动产登记信息化管理、“房地一体”依法登
记和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全区规模以
上流转土地5.7万余亩，为产业发展做好充
足要素保障。”

——解决“钱”的问题。通川区完善相
关财政、金融政策，引导工商资本、社会资
本进入乡村。“让更多城市资金用于发展农
业产业，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清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婧

西南地区是全国较晚解放的地区之一。蒋介石在全面
进攻被粉碎、败退台湾之际，妄图固守西南、再图全国，在西
南地区遗留了大批土匪特务，这批人员成为西南土匪的核
心，他们暗中组织反动势力袭击地方政府、残杀干部群众、
烧毁仓库民房，挑拨军民关系，组织反动暴乱，严重搅乱社
会秩序，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川南地区便是这场
匪乱的重灾区。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军区的领
导下，川南区剿匪委员会于1950年3月31日正式成立，广
泛组织社会力量，建立剿匪统一战线。在剿匪斗争中，坚持

“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方针，实行“首恶必惩、
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一方面坚决镇压，展示人民军
队的强大攻势，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实行宽大政
策，号召土匪投案自首，有原则地不多杀、不乱杀。

为此，川南区剿匪委员会专门印发了《安全来归证》，并
广为传播，积极宣传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以及人民解放军
消灭土匪的决心，极大地打击和瓦解了土匪势力。同时制
定人民剿匪自卫公约，组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发动匪属
力劝外逃土匪投案自首……在人民军队的坚决打击和人民
政府的政策感召下，各地残余土匪逐渐分化和瓦解，不少土
匪投诚自新、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钟丹说，从1950年3月起，经过近一年时间，川南军民
齐心协力，历经2300余次大大小小的剿匪战斗，共计歼灭
土匪29万余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次剿匪斗
争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粉碎了反动阶级的
武装动乱，还安定了社会秩序，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巩固了
新生人民政权，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为进一步发展经济
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场伟大胜利中，《安全来归证》起到了积极作用，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的力度
与温度。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四川日报》）

《安全来归证》是什么证？

在乐山市犍为县档案馆珍藏着一张《安全来归
证》。这是什么证？证件的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安全来归证》长22厘米、宽15厘米，正面写有
“赠给误入歧途的朋友们！”，背面写有“对土匪的三
项忠告”。

“这是解放初期，川南区剿匪委员会为了维护社
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劝导土匪悬崖
勒马而印发的《安全来归证》，距今已有71年的历史
了。”犍为县档案馆工作人员钟丹说。

《安全来归证》。（乐山市犍为县档案馆供图）

这张“最后一人”老照片见证历史

三峡移民“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
●三峡工程淹没库区涉及重庆、湖北两省市，其中重庆

动迁移民113.8万人

●淹没库区涉及范围广、人口多，移民能否“搬得出”成

为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

最后一名跨省市三峡外迁移民。（重庆市档案馆供图）

张爱萍

达州市通川区人。1910年1月
生，1925 年参加革命，1926 年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
中国共产党。1955 年被授予上将
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
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
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八届中央
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
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
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顾
委常委。

革命战争年代，他征战天涯，
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
了卓越功勋，是人民海军的主要创
建者。新中国成立后，他铸造神
剑、固国安邦，为第二炮兵（现火箭
军）的建立和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建
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国防
建设和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特别是以“两弹一星”
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和武器装
备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

“神剑将军”。
2003年，张爱萍因病在北京逝

世，享年93岁。

红色印记
5月9日，达州市通川区罗江镇金凤村，初夏的阳光洒满村里依山连片的枇杷

林。“枇杷刚上市，视品质收购价为15元至20元一斤。如果是游客自摘，还要再贵5
元……”望着一辆辆前来收购枇杷的卡车，金凤村党总支书记曹动政喜笑颜开。

金凤村与位于罗江镇高石社区的张爱萍故居相距仅四五公里。1987年，阔别家
乡58年的张爱萍回到达州，因家乡父老依然没有富裕起来而感慨颇深。如今，以金
凤村为代表，通川全区广大乡村蓬勃发展——数据显示，通川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2016年的13149元增长至2020年的20765元，增速喜人。

“如您所愿，家乡发展快起来了！”这是将军故里群众今日的心声。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城霖

张爱萍故居。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城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