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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壮丽 年年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七十七十

新中国峥嵘岁月

1952年7月1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

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上将

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志着“蜀道难”的

历史从此改变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国从

清末即开始在四川筹建铁路，民国时期

也曾几次筹划，但延宕至新中国成立，川渝大地还是没有一寸铁轨。

1950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不久，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同年6月，

3万多解放军官兵带着未尽的硝烟，投入了筑路的战斗。随后，铁路沿线的农

民也纷纷加入筑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枕木。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几十

个县发动了献卖木料的运动。成渝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和配件，国营某钢铁厂

制造出来了。道钉、道岔和某些机器，重庆400多家私营钢铁厂承担起来了。

十万劳动大军所需要的工具，重庆相关工厂的职工包做了。过去铁路上用的

从美国买来的火药，西南的工厂自己能够制造了。完全用本国的器材修筑铁

路，在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工农业的发展。许多停工半停工的工厂恢

复了生产，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贫苦农民通过献卖木料、参加筑路增加了收

入。这使沿线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铁路，筑路民工更加尽心地为铁路服务。

民工提出口号：“保证火车不在我做的路基上出事故！”沿线农民组织起护路

队，许多妇女深更半夜还在线路上护守巡逻。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形成了新的交通系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

了工商业的繁荣，为西南的工业化建设铺平了道路。 据新华网

蜀道之难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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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水生态环境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綦江
——访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德兵

甘当扶贫路上的“铺路石”
——记文龙街道扶贫战线上的党员干部

本报记者 吴长飞 通讯员 曾碎秀

近日，随着一条硬化公路的延

伸，记者来到永新镇三溪村文家

坝。文家坝是三溪村村民居住最集

中的地方。在这里，虽然一座座房

屋不算新，但统一的白墙黑瓦很是

抢眼，家家户户干净整洁的庭院让

人感觉舒服。

走访中发现，村民们都乐于干

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搞卫生。由

于店里人来人往容易生灰，小卖部

业主岳世会时不时拿起扫把打扫卫

生；为不影响庭院美观，年近八旬老

人蔡长书反复清扫院内积水；为了

让家中整洁有序，村民蔡长容专门

整理出一间屋子堆放柴木……在三

溪村，每家每户的庭院都干干净净、

整整洁洁。讲卫生、爱干净已成为

村民们的自觉行动。

“打扫一条路、清理一条河、疏

通一条沟、整治一个院、整理一栋

楼、结好一张网、捆好一堆柴、添置

一个箱、管护一盆花、养好一习惯。”

原来，永新镇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制定的“十个一”措施便是三溪村

人居环境优美整洁的章循。

“今年，我们以打造美丽乡村示

范村为契机，全面开展了人居环境

整治。”三溪村村主任冯永波说，自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村“两

委”通过开社员大会、实地走访等方

式广泛宣传，做通村民思想工作，并

对标对表‘十个一’要求实行了全面

整改。

如今三溪村每户门前均配有分

类垃圾桶，院坝中均栽种有绿植，牲

畜均为圈养，柴棍均规范堆放。同

时，该村还通过评选最美庭院、张贴

红黑榜等方式，激励村民爱护环境

卫生。

“我也经常跟大家说，生活环境

好不好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大家一定要自觉讲卫生。”在人居环

境整治中，岳世会自发当起了宣传

员，她说，自从她家的环境卫生变好

了，外孙更喜欢回老家来耍了。

三溪村是永新镇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今年该镇通过实施“十个

一”举措、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等，全

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截至目前，

全镇完成农户厕改 594 户，打造垃

圾分类示范村5个，志愿者服务120

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700 余

份。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继续做好

‘三清一改’工作，充分查找存在的

问题，并以问题为导向，逐一整改落

实，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农

村人居环境越来越好，全力助推乡

村振兴。”永新镇乡村振兴办公室负

责人翁云说。

按下“美颜键” 今夕不一般
整洁美丽的三溪村让人想留想念

本报记者 成蓉 邓大伟

干净整洁的庭院 记者 成蓉 摄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赵跃）10月16日，区政协主席母明江主持召开区

政协二届十六次常委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精神，听取了区政府关于区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

的通报和万盛经开区管委会的书面通报，听取了区城管局围绕“城乡特色美”

提升城市品质情况的汇报，听取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会议认为，区政府、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及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政协提

案办理工作，及时研究部署，明确办理责任，强化跟踪督办，推动提案办理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区城管局强化责任担

当、切实转变作风，开拓工作思路、创新工作办法，突出治理重点、回应社会期

盼，联动各街镇各部门通力协作，推动了綦江城市品质全面提升。

会议强调，全体常委会议成员要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促进我区政协工作再上新台

阶；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认真抓好全年工作任务的落实完成以及明年工

作的提前谋划，同时务实做好区政协二届四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区政协副主席牟伟、刘林、李北川、周宗容出席会议。

区政协召开二届十六次常委会议

“谢谢你们关心，现在吃穿都

不愁了，靠卖酒和喂猪收入不错

呢。”近日，文龙街道东五村的脱贫

户陈仁平，乐呵呵地对帮扶责任人

王定海说。今年57岁的陈仁平，5

年前还是东五村出了名的贫困户，

现如今靠煮酒和养生猪，成了年收

入10多万元的“脱贫光荣户”。

连日来，文龙街道党工委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组

织14个村（涉农社区）的挂片领导、

扶贫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对353户

贫困户（其中110户为稳定脱贫不

享受政策）逐一走访。

“我们这次对东五村38户贫困

户逐一进行了走访，看看粮仓是否

有粮，冰箱是否有肉，饮用水是否

干净，衣柜里是否有衣服棉被。”东

五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宋轩说，还对

住房是否有卫生厕所、厨房以及院

坝进行了统计，有需要解决的就记

录在案。

走访统计后，文龙街道党工委

立即专题分析，就卫生厕所、厨房、

院坝整改作出了具体实施方案，并

自筹部分资金实施补助。

“我们与扶贫工作队、帮扶责

任人和村干部一起，根据贫困户的

住房情况，对118户贫困户改厕、改

厨、改院坝制定了‘一对一’的整改

方案。”宋轩介绍，也根据每户改造

方案的体量来决定补助资金。

“为了让这项整改措施落到实

处，我们将实行建好验收后再补助

的方式，并且要达到卫生厕所地面

墙面贴砖、有便槽、有水箱，厨房灶

面贴砖、地面硬化、墙面抹灰等标

准。”文龙街道规划建设环保办公

室主任易鹰说。

在文龙街道松榜村，40亩无骨

生姜逐渐成熟。“这是我们村的产

业扶贫项目，以‘业主+村集体+农

户’的模式运营，借助太公山的良

好生态环境，致力于走出一条产业

扶贫路。”松榜村第一书记龙晓波

看着长势良好的生姜，信心满满。

2018年3月，龙晓波被文龙街

道派到松榜村担任“第一书记”，为

期3年。了解情况后，龙晓波发现

产业发展无疑是松榜村的“短板”，

亟待补上。他和村干部一起商量，

为村里规划了生态鸡、黑猪、生姜

和优质稻四个产业，并形象地将其

称为“两荤两素”。

干在实处，落在细处。文龙街

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街道广大党

员、干部用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

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一起

实施，确保“四个轮子”一起转、一

直转，以主题教育推动扶贫工作走

深、走实。

当清晨的阳光洒在古南街道

名山村，57 岁的村民丁洪海站在

新修建的套房前，精心饲养着扶

贫帮扶人罗昭勇为他购来的20只

鸡苗、50 只鸭苗，打扫圈舍、准备

饲料……

看着这些鸡苗、鸭苗一天天

地长大，丁洪海的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最近有的鸭子已长成

逐渐上市，市场售价达到100元一

只。”

尝到甜头后，他倍加勤劳，不

分白天黑夜地围着他的鸡、鸭转。

时光还得回到一年多前。炎

炎夏季的一天早晨，坐落在古剑

山脚的名山村迎来了离乡已35年

的“游子”丁洪海。丁洪海是土生

土长的名山村人，1962年出生，他

的母亲在他 1 岁时离婚远走。丁

洪海 15 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他

在姑姑家长大，22岁时离开家乡，

几十年杳无音信，与村里失去联

系。如今他回到家乡，已是年过

半百，却孑然一身，没有家室、没

有工作、没有住房。

名山村党总支书记阮前洪知

晓该情况后，带领村干部前往看

望回村的丁洪海。看见丁洪海一

筹莫展，老泪纵模，阮前洪紧紧握

住他的手，告诉他：“现在党和政

府的政策好，你不要担心，党和政

府会帮助你把日子越过越好的!”

丁洪海没有房子住，阮前洪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心想早日

为他建好住房。阮前洪向古南街

道党工委汇报了丁洪海的情况，

在街道党工委的关心、指导下，把

丁洪海纳入“两不愁三保障”的保

障对象，首先根据他的实际情况

为他申报了建卡贫困户，之后围

绕建房手续问题与区里、管委会、

规划部门多方协调，就建房的选

址进行反复斟酌、就建房资金进

行落实。

为丁洪海修建的房屋正式施

工了！根据街道党工委的要求，

为了让丁洪海尽快地住上自己的

房子，工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党总支书记阮前洪深知时间紧、

任务重。他紧锣密鼓组织挖掘

机、组织建筑材料、组织施工监

管，常常清晨六点就守在施工现

场，指挥挖掘机，做好衔接协调，

直到深夜才收工休息。他组织本

村村民胡天云、胡天全等人帮助

丁洪海做好建房的辅助工作，这

样就能降低一些费用。阮前洪告

诉大伙儿：“运用好国家的扶贫政

策为丁洪海修房子是好事，但我

们也要坚持节约的原则，在人力

上由村里人多帮忙，能节约一点

建房资金是一点。”

最终名山村用了25天建好了

丁洪海的房屋，提前5天完成了任

务。这套包括了一间卧室、一个客

厅、一个卫生间的套房共 48 平方

米，政府出资补助35000元，丁洪海

自己仅花了5000元。他乐呵呵地

走进了自己宽敞明亮的房屋。

不久，村里为他安排了公益

性岗位。他在劝导员岗位上干得

十分认真。再不久，扶贫帮扶人

罗昭勇为他送来了鸡苗、鸭苗，对

他给予技术指导，告诉他：“党的

扶贫政策这么好，你只要努力干，

生活一定有奔头！”

帮扶一年，他住上了新房找到了工作

贫困户丁洪海的好日子有奔头
本报记者 吴长飞 通讯员 刘雪秋

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姜天波在工业园区调研时要求

不忘初心担使命
精准服务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 张斌）10月16日，区长姜天波带队深入工业园区多家企业

实地走访调研，摸实情、听诉求、解难题。他强调，要以实际行动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地落实，多走访、多服务、多协调，以解决实际问题

的成效作为衡量工作质量的标准。

在旗能电铝、友利森、嘉宇世纪、百科鼎昱、赛之源、南舟科技、博远创新

等企业，姜天波一行深入信息机房、生产车间、展示大厅，通过实地走访、听取

汇报、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创新研发、

品牌打造、市场营销等情况，并重点询问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征求了解对

党委政府相关工作的建议、意见。

姜天波在调研中指出，解决好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问题，是推进“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的具体体现。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立足自

身职能职责，多走访，了解实际情况；多服务，解决具体困难；多协调，优化营

商环境。要分别开展专题调研，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寻求对策，以解决实际

问题的成效作为衡量工作质量的标准，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中央、市委和

区委有关政策措施落地落实落细，用心用情解决一批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瓶

颈问题，全力以赴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姜天波同时勉励企业，要认清形势、

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科学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质量效

益，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区委常委、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刘扬一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