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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党旗飘扬
他，不服输不认命，独臂闯荡从

不言弃；他，有理想有干劲，振兴路

上高歌前行。他是古南街道蟠龙村

党总支副书记——周长辉。

幼年意外致残
依靠独臂艰难成长

近日，记者来到周长辉家时，周

长辉正在自家鱼塘忙活。当天，农

家乐有 20 多桌客人要来吃饭，人手

不够，他就自己下塘去捞鱼。

他扬起残缺的右臂，笑着说：

“我这右手没了，但膀子还是能帮上

忙的。”对于自身的残疾，周长辉毫

不避讳。1980年，年仅8岁的他，在

帮着大人打谷子时，右臂不慎被搅

入打谷机，最后不得不截肢，落下终

身残疾。

没了右臂，周长辉一边要忍受

身体上的痛楚，一边还要学着用左

手做事。洗脸、穿衣服之类的还好，

但拿筷子和写字就尤为吃力了。吃

饭时，拿筷子夹菜，刚夹起来就掉

了；写字时，握笔的手不停发抖，一

笔一划慢慢拼凑出来，却连自己都

不认识。对于这些经历，周长辉并

不在意。他说，他最难熬的，是心理

这一关。起初，他很怕面对自己残

疾的事实，总觉得别人投来的都是

异样的目光。

在父母、亲戚朋友以及老师的

鼓励下，他逐渐振作起来，仅用一年

半左右时间，他便克服了失去右臂

所带来的不便。

几番摸索创业
屡败屡试从不言弃

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周

长辉便辍学了。20 来岁时，在外出

打工屡屡受挫之后，他又到处借钱，

先后尝试开酒厂、养鱼，但都以失败

告终。一晃，周围的同龄人大多已

结婚生子，而周长辉折腾了这些年，

不但一无所获，婚事也迟迟没有着

落。创业不成、成家无望，周长辉一

度陷入低谷。

但他很快调整过来，开始尝试

着各种营生，种地、收粮、贩猪、卖肥

料……不管脏活儿累活儿，只要能

养家糊口，周长辉都去干。渐渐地，

生活开始有了起色。1998 年，26 岁

的周长辉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申请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乐观、脑

子灵活、为人勤快，还什么都愿意

学，渐渐地，周长辉的努力不但得到

了乡亲们的认可，还顺利成了家。

投身乡村产业
逆境坚守拨云见日

为了不辜负妻子的信任，为了

让家庭生活更有保障，周长辉决定，

无论如何要干出一番事业。2009

年，在经过多方考察后，他决定重拾

养鱼事业。资金不足，他就东拼西

凑；经验不足，他就四处取经。

他每天起早摸黑，全身心伺候

着他的鱼儿们，但生活却接连给他

使绊子。先是经验不足鱼儿大批死

亡，好不容易熬到鱼儿上市，鱼价却

又大幅下跌，甚至比成本价还低。

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放弃吗？周长

辉一咬牙，决心先稳一稳，等到行情

好些的时候，再伺机出售。但由于

资金缺乏，鱼饲料供应不上，接连几

个月，都只能让鱼儿们饿肚子。

没想到的是，一段时间以后，前

来钓鱼的人越来越多。一打听，周

长辉才知道，原来由于长时间没有

喂饲料，鱼塘的鱼都饿瘦了，但鱼肉

的口感却变好了。就这样，一传十

十传百，周长辉家的鱼越来越受欢

迎。

从中发现商机的周长辉，很快

推出“瘦身鱼”品牌，在不添加任何

饲料的情况下，让成鱼瘦身6至8个

月后再出售。由于口感好，“瘦身

鱼”颇受市场青睐，价格成倍上涨，

周长辉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尝到成功喜悦的周长辉，丝毫

没有藏着掖着，他将自己的经验跟

乡亲们一起分享，如今，村里不仅成

立了合作社专门养殖“瘦身鱼”，受

带动发展起来的养鱼散户也不少，

全村总体养鱼规模达到500多亩。

当选村干部
不断历练一路提升

2010年，在村级换届选举当中，

周长辉当选为蟠龙村村主任。随着

社会的进步，担任村干部，懂电脑会

电脑已成为一项基本技能。但周长

辉文化不高、又是独臂，对他来说，

使用电脑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但不服输的性格，又一次让

他坚持了下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摸

索学习中，他早已能够熟练使用电

脑处理日常事务。

担任村干部的收入并不高，但

周长辉却乐在其中。他说，最开始

他到村上去干工作的时候，很多老

百姓不信任他，他就虚心学习，尽

量去给他们争取一些政策，帮助他

们解决问题，多干几年过后，当地

老百姓都已接受了这位独臂村干

部。

在 2021 年的村居换届选举中，

周长辉高票当选蟠龙村党总支副书

记。

作为村干部，周长辉勤勉踏实，

只为给村民谋得更多幸福；作为致

富带头人，他不断拓展自家的产业

范围，不仅进一步扩大养鱼产业，还

流转土地发展了苗圃，并在村里带

头办起了农家乐。

从幼时落下残疾，到如今事业

有成、家庭幸福，周长辉用了“坚持”

两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奋斗路。他

说：“如果说我们遇到困难就退缩的

话，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因为坚

持，我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周长辉：用独臂闯出一片天
本报记者 涂萍 刘骏晓 谢天骄 石亮

。

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

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

括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指出：“一百年前，中国

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

产党的精神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强

调“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

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回望近代中国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

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

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

运而生。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

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

自己的初心使命，所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引领我

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的

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历史深刻证明，中国产生了共

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

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

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

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

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

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书写了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上

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

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

牲。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在应对各种困难

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

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

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饱

经磨难而风华正茂，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到今

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

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

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

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兵团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

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脱贫

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形成了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格的精神谱

系。 （下转 2 版）

城市交通是城市的动脉，是城

市发展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消防通

道堵塞、公交站违停、营运车辆不文

明驾驶行为、私家车违停遮挡号牌、

货车闯禁、二轮三轮摩托无手续无

号牌上路六大整治行动，在改善城

市交通环境的同时，双管齐下“治

堵”，畅通城市“血脉”，城市道路交

通更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文明

綦江建设成效凸显。

【治堵】
联合执法 集中整治保畅通

7月14日晚上8点，在古南街道

新山村社区城北安置房，区消防救

援支队联合区城市管理局、区交巡

警支队等单位，对乱停乱放堵塞或

占用消防通道违法行为进行整治，

护航“生命通道”。

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对违规占

道停车的车辆进行依次登记，要求

车主在限定时间内将车辆移走。对

拒不配合的车辆，根据相关规定拖

移现场。

“该拖！消防通道整通了，我们

心里更有安全感。”居民黎叶相当支

持整治行动，她说，车辆堵塞消防通

道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发生火

灾，消防车不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处理，将造成巨大的损失。

居民彭刚对整治行动也非常赞

同，他说，“自觉维护消防通道的畅

通，是我们每个居民应尽的责任。”

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法行为是

我区联合执法畅通交通的一个缩

影。为营造安全、和谐、有序的交通

环境，我区启动城区交通秩序大整

治行动，区城市管理局、区交巡警支

队、区消防救援支队等部门联合执

法，对重点违法行为开展整治，预防

和减少城区交通事故发生，营造良

好通行秩序，切实增加群众出行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

期间，相关部门已经在虹桥路、

大石路、上升街、万达商圈等重点路

段，对机动车违法停车、占用消防通

道、超载、超速、故意遮挡号牌、随意

变道、货车闯禁等违法行为开展了

拉网式查纠，严厉打击大中型货车、

工程运输车、运营车辆超速超载、不

文明驾驶等危害市民生命安全的违

法行为。

据了解，自我区开展城区交通

秩序整治行动以来，已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 3490 件，其中机动车逆

向行驶、占用消防车道和公交车道

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30余起，教育

90余人，整治成效初显。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提升勤

务强度，加大对重要路段、重点车型

的管控力度，对货车超载、机动车随

意调头、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实行

常态化查处，营造良好的交通环

境。”区交巡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疏导】

利用闲置 巧解居民“停车难”

7月15日9时许，正是上班人流

高峰期，记者在文龙街道菜坝社区

虹桥路看到，一排排车辆整齐停放

在生态停车位。记者沿线观察了近

20分钟，公路上车辆来回穿行，没有

丝毫拥堵，交通秩序井然。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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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堵记
綦江疏堵结合改善交通环境

本报记者 张静 邓大伟 实习生 刘振宇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7月16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到文龙街

道天桥社区调研督导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王前元一行沿着九龙大道，仔细检查道路沿线环境卫生及文明状况，

对人行道路面破损、车辆乱停乱放、洗车修车占道经营、餐厨垃圾清运等

问题，进行现场交办，逐一提出整改要求。现场查看结束后，召开座谈会，

对街面洗车修车商户管理、车辆乱停乱放以及书香名都小区西侧片区生

态停车场改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

王前元指出，规范车辆停放秩序，维护城区环境卫生是提升城市形

象，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有力抓手。各相关部门及单位要高度重视，督促

商户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加大执法力度，提高

车库利用率，切实解决停车难题。要对沙溪河边生态停车场建设项目进

行充分论证，严格核实防洪水位红线和土地使用规划要求，确保项目建设

合理合法。要进一步加强对餐厨垃圾的清运管理，定时定点、做好封闭，

进一步加强对城区内绿化的管理力度，努力打造干净、卫生、舒适的城市

环境。

创新机制规范停车秩序
切实改善城市生活环境
王前元调研督导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菜坝社区虹桥路生态停车场，车辆有序停放。记者 张静 摄占用消防通道违法行为整治现场，工作人员正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