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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自治乡，位于
“鸡鸣三县”的武隆、彭水、石柱三县交界
处，是武隆在扶贫攻坚中最后一块硬骨
头。

如今，深受交通闭塞之苦的后坪人，
在各级党委、政府支持以及社会各界帮助
下，一边努力打通与外界的交通大动脉，
一边提前产业布局——只待交通这股“东
风”吹起，让大山环抱中的山坳，成为青山
之中的“聚宝盆”。

最好走的路，要分段导两次航

打开导航“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自
治乡”，地图上显示距离最短的一条路，是
武隆下道后经203省道到达后坪。弯曲
的道路如同乱成一团的麻绳，接连不断地
弯着、拧着。108公里的路程，超过135
度的大弯就有60多个。

后坪乡党委书记宗小华建议重庆
日报记者，从包茂高速彭水西下道后，
先导航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龙舍镇；
到龙舍镇上后，再导航葡萄村；在葡萄
村，沿着有护栏的水泥前进就可抵达后
坪。而这条路是目前进出后坪“最好
走”的路，最常见的风景是一边悬崖，一
边陡壁。

“交通确实是目前后坪脱贫的最大制
约因素。”宗小华坦言，当地曾测算过，要
建成从武隆到后坪距离相对较短、造价相
对较低的公路，每公里的造价也相当于平
原地区修一公里高速路。

站在人头山上朝下看，后坪场镇是大
山中一片浅丘，也像群山中的聚宝盆。这
片土地，出产丰富的蔬菜、茶叶、中药材、
山羊、土鸡等优质农产品。

但目前后坪距武隆城区车程在3小

时左右，路况也较差，这些丰富的资源只
能沉睡，无法成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经
济动力。

后坪人，守着聚宝盆却受着穷。

不等不靠，提前布局农业产业

按照交通发展计划，到2018年底，后
坪的交通瓶颈才能被打破。有着强烈脱
贫愿望的后坪人，不等不靠，提前开始了
产业布局。

传统习惯上，后坪人要么选择外出打
工，要么在家种烤烟。

近年来，后坪请来市农科院专家发展
高山蔬菜，鉴于交通条件影响，大家普遍
选择了种植市场销售较好、相对较耐运输
的辣椒。

为了抱团发展，文凤村成立起稳丰蔬
菜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从集中育苗到

统一销售的“一条龙”服务。村民陈清素
觉得有合作社负责关键环节的生产以及
销售，于是试着种了3亩地的辣椒，今年
亩产量达到3吨，每亩纯收入在2000元
左右。

辣椒运到双福农贸市场时，有20%
左右在运输中已受损。虽然损耗较高，但
文凤村并没有放弃这个产业。“一是提前
为市场探路，二是让种惯了烤烟的农民知
道蔬菜产业也有利可图。”合作社负责人
陈国权说，一旦交通条件改善了，可迅速
将村民发动起来种植更对路的蔬菜，实现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除蔬菜外，后坪还发展起厚朴
等中药材，4000多亩的茶叶、近4000亩
的笋竹，以及1600多亩的黄金梨、日本甜
柿等水果。

“等到公路修好，这些产业的发展潜
能会大大释放出来。”宗小华说。

入选中国传统古村落保
护名录，是发展旅游好机会

在陡峭的人头山下，有密密的树林；
在密林之间，静卧着仍保持完好的苗族土
家族村寨——天池寨。

交通不便虽阻碍了后坪的发展，但也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村
庄的冲击，使保持较为完好的天池寨进入
中国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

家住寨口的罗启华，原计划把老旧的木
楼改建成砖瓦房。但在听说公路即将修通、
乡里要发展旅游业后，他把多年打工的积蓄
拿出来，修建了一幢古色古香的木瓦房。

前些天因修房而伤了膝盖的罗启华，
一瘸一拐地带着重庆日报记者参观他家：
宽敞的一楼成为可供游客休息的棋牌室、
餐厅；二楼、三楼是十五间可供30人住宿
的客房。为了让客房也保持传统、古朴的
风格，每一个房间内的床、床头柜都是实
木的，有着漂亮的木纹；窗帘也尽可能在
遮光同时，与房屋风格保持一致。罗启华
希望这样的房间能符合城市游客的口味，
到时候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住宿。

“修一栋砖瓦房十几万，但修这样的
木房要四五十万。”罗启华说，大家手头都
不宽裕，天池寨唯一的农家乐接待的游客
也寥寥可数，但听说可以吸引游客到来
后，在盖房时都尽量争取不破坏老寨子的
总体风貌。

“现在，这种古朴反倒成为吸引游客的
最大魅力之源，让后坪在旅游发展上具有
了后发优势。”乡里负责乡村旅游发展的李
万河表示，目前天池寨52户人中，新建、改
建房屋为客房的就有十来户，大家都盼着
通车后，能接待四方来客，吃上“旅游饭”。

根据对全乡的调查，后坪有着大量丰
富的旅游资源：有世界唯一的冲蚀型天坑
群、长度超过138公里的亚洲最长溶洞，
以及原始森林、石林、高山湖泊等自然景
观，也有川东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传
统古村落等大量人文景观。

目前，后坪乡内的旅游公路已现雏
形，只等与外界连通的交通“大动脉”尽早
打通，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大山。

“到时候，我们就不用外出打工了，在
家也能赚钱、照顾家庭，这想想都觉得不
错。”罗启华说。

武隆后坪乡突围交通闭塞瓶颈——

让沉睡的多种资源成为经济发展支柱
本报记者 罗芸

作为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后坪乡未来的脱贫攻坚
之路怎么走？在后坪乡任职近两
年的乡党委书记宗小华，心中已
有了蓝图。

目前该乡没有一个效益突
出、规模较大的农业产业，该乡还
基本处于粮猪型的传统经济状
态，能支撑群众经济收入的只有
劳务输出和烤烟；贫困人口发生
率仍有2.11%，贫困人口年均纯
收入只有7023元，脱贫攻坚的任
务仍十分繁重。

由此，后坪乡在脱贫攻坚中，
注意“两手抓”。一方面是抓“硬
件”：完成通畅工程9条 26.9 公
里、通客道路4条19.5公里、新建
道路4条10公里、改扩建公路6条
24公里；4个贫困村100%的农
户、非贫困村所有贫困户均解决
了饮水困难。另一方面，是抓“软
件”建设，建立贫困村一户一医帮

扶机制，设立了医疗扶贫专项基
金、建立免费治疗制度；实施教育帮
扶，提升广大群众素质；推进金融
扶贫，帮助农民发展产业；加强政
权建设，增强基层服务水平。

旅游是后坪最富集的资源，
其目标是打造武陵山民俗特色风
情小镇，实施天池坝、后坪场镇两
个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

与此同时，在农业产业上实
施“三万五园”计划，用一两年时
间，在后坪与外界连通的旅游干
道上、后坪内部的旅游线路两侧，
建成1万亩有机生态茶园、1万亩
笋竹园、1万亩果园。同时，建设
中药材示范园、生态渔业示范园、
草食牲畜示范园、高山蔬菜生态
示范园、中蜂养殖示范园这“五
园”，让更多的贫困户能通过这些
示范园发展新的农业产业，实现
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在脱贫攻坚
的道路上有向前“奔跑”的动力。

借助后发优势
打造武陵山民俗特色风情小镇
——访后坪乡党委书记宗小华

本报记者 罗芸

乡镇书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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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坪乡天池坝全景。 （后坪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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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赤胆忠诚，正气凛然，大事难事冲在前
面；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
献；他们不徇私情，面对威胁，从未退缩……波
澜壮阔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中，他们
忠实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用行动诠释了对党
和人民的忠诚。

9月25日，全市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召
开，万州区纪委等49个单位获得“重庆市纪检
监察系统先进集体”荣誉，崔淑平等91名同志
获得“重庆市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
张恒学等162名同志获得嘉奖。

他们忠诚执纪，履职尽责，勾勒出了一个忠
诚干净担当的执纪铁军群像。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把出鞘的反腐利剑！

用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挚爱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
璧山区纪委副书记陈洪涛是一名老纪检

人。13年来，无论寒冬还是酷暑，在查办案件

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为了突破一个证据，陈洪
涛常常整夜蹲守，在顽固性鼻炎反复发作的情
况下，仍然坚持在一线指挥。仅2015年以来，
他直接参与审查时长共计100多小时。

很多人劝他：“你都已经是领导了，何必这么
拼。”但陈洪涛说：“干纪检这一行，容不得一天松
劲，必须慎之又慎、认真把关，执纪稍有偏颇，就
可能冤枉好人，放过坏人，有损党的形象。”

这样的话语，简单质朴，但诠释了一名纪检
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作为纪检干部，一般忠诚不行，相对忠诚不
行，必须绝对忠诚。正是这绝对的忠诚，铸就了
铁一般的执纪队伍，有力地维护着党的肌体健
康。

这次被表彰的先进工作者中：大渡口区纪
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唐洲在办案点一待就是两
个月，妻子也经常加班值班，只能把未满两岁的
儿子寄养在岳母家中；为查办案件，驻市水利局
纪检组副组长陶剑波带着专案组，在大年三十
晚连夜驱车400多公里，赶到重要行贿人李某

四川乡下老家蹲守，实现顺利突破……他们也
是血肉之躯，也有儿女亲情，但只要工作需要，
总是毫不犹豫站出来：“我行，我来吧！”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各级纪检监察干部
将对党的忠诚具体到对人民的挚爱上，群众关
心什么，纪检监察干部就重点关注什么。

时任云阳县蔈草镇纪委书记李晓达将办理
群众来信来访，作为服务群众的一线窗口。在
办理桑坪镇大树村截留贫困户慰问金案件时，
逐一核查账目，逐户走访贫困户，把截留的资金
一一送到群众手中……

纪检人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的承诺作为
自己的行动指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

做铁面执纪的忠诚卫士

“纪检干部要勇于当‘铁匠’，动真碰硬，敢
打敢拼；不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
做‘泥水匠’，东搅西搅和稀泥，当老好人。”丰都

县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戴利龙一直这样要
求自己。

多年来，他记不清查处了多少案件。戴利
龙说：“纪检干部不妥协、不退缩，才能让广大群
众看到铲除腐败的希望。”

监督执纪问责是“得罪人”的活，考验的是
每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的责任担当。

这种担当，是面对人情困扰时的坚持。在
查办仙女镇时任纪委书记以权谋私和受贿等有
关问题时，武隆区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蒋
俊杰遇到了一系列阻碍：打电话说情、开车跟
踪、言语威胁……但蒋俊杰顶住压力，最终将案
子圆满查结。

这种担当，是迎难而上时的韧劲。沙坪坝
区纪委副书记彭涛曾带领办案人员发挥“咬住
不放”的精神，用了三个月时间，找到了该区联
芳村显丰公司改制案件的突破口。

2015年，北碚区蔡家岗街道纪工委书记龚
相国参与巡察区民政局，在核实国有资产对外
租赁中的以权谋私问题时，陷入困境。龚相国

把自己装扮成想租门面的生意人，与门店租户
老板拉家常，发现了蛛丝马迹。

有案不查，是最大的失职；有乱不治，是对
人民最大的伤害。每一个受表彰的纪检人，都
有一段铁面无私、敢于担当的故事。

严于律己 以高度警觉防“围猎”

永川区宝峰镇纪委书记蒋隆泽，从成为一
名纪检干部开始，就专门与家人朋友约定“三不
原则”：不得过问调查工作、不得打听案情情况、
不得发布小道消息。

一开始，总有人不理解：“你也不是多大的官，
用得着这样吗？”蒋隆泽也不过多解释，总是那句
话：“我们执纪者，自身不硬，谈何监督他人？”

打铁还需自身硬。每一名执纪者，铁面执
纪的背后，是更严苛的自我要求。

查处“吃拿卡要”官员，有投资商送礼以表
谢意；有人打着同学、老乡等名义，邀请吃饭
唱歌搭建关系；有人企图送重金减轻或逃避
处罚……南川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王伟
严词拒绝，以高度的警觉防止被“围猎”。

南岸区天文街道纪工委书记余朝刚坚持
“从我做起，向我看齐，对我监督”，以郑重承诺，
在广大干部职工中树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的良好
形象……

当风和日丽、岁月静好时，可知道，有那么
多可爱的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一大批纪检监察
干部，把忠诚写在纪检队伍旗帜上，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忠诚干净担当的执纪铁军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掠影

本报记者 何清平

厉害了 中国桥
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之辉煌成就篇

他们，是“中国人不能修大跨度桥梁”的历史
终结者。他们，正鏖战在港珠澳大桥现场，建设
全球首座建在珊瑚礁上的中马友谊大桥。

他们就是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简称“二航局二公司”）。短短26年，二航局二
公司在“二航梦”的引领下，迅速从建桥“门外
汉”变身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建桥“梦之
队”，奋力向世界唱响了一曲“中国桥”品牌的壮
丽之歌！

助力重庆加速跑

站在恢弘、壮观的重庆朝天门大桥上驻足眺
望，桥上车流不息，桥下轻轨急驰，尽显一片畅
通、繁荣景象。

“助力重庆交通建设和经济社会‘加速跑’，
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承建朝天门大桥的二航局
二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向剑表示。自1964年
从江城武汉入渝以来，公司就积极投身路桥、港
航、市政工程建设。如今，该公司已在巴渝大地
建成世界第一拱桥——朝天门大桥，摘取“中国

市政工程金杯奖”的黄花园大桥，以及忠州、江津
长江大桥，千厮门嘉陵江大桥等。为加速重庆立
体交通建设，又积极承建了渝湘、綦万、云万高速
公路，成渝、渝万高铁等。现正鏖战曾家岩嘉陵
江大桥、果园港二期、万州新田港、涪陵龙头港等
重大项目。

长期以来，二航局二公司的建设者们勇
闯建桥、筑路“禁区”，不断为重庆打造内陆开
放高地提供强力交通支撑，其在渝工程合格
率达 100%、优良品率达 95%以上，受到各级
高度赞誉。

神州大地“彩虹”飞

上世纪90年代，二航局二公司凭借强大的水
工技术实力，以承接湖北黄石大桥6个深水主墩
为起点，开始高起点向特大型桥梁施工领域进
军。仅5年时间，先后建成当时世界第四、亚洲第
二跨径悬索桥的江苏江阴长江公路大桥；首创第

一个国家级工法的湖北鄂黄长江公路大桥；第一
次在喀斯特地貌下施工的广东肇庆大桥等一大批
城市景观工程，全面开启进入桥梁建设领域新时
代。

进入21世纪，公司先后承建的江苏润扬大
桥、厦门集美跨海大桥、重庆朝天门大桥、江苏黄
海大桥、江苏泰州大桥、辽宁辽河大桥、福建厦漳
大桥等一系列国家级、世界级桥梁驰名中外，有
力为中交二航局打造“中国建桥第一品牌”奠定
了扎实根基。

截至目前，公司已在祖国的大江大河上建造
起大小桥梁100余座，让奔腾长江上、崇山峻岭
中、海洋及沿海边架起座座“彩虹”，切实履行了
服务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

“二航”品牌耀世界

26年来，二航局二公司在整个二航局修建
的300多座特大桥梁中，35%以上桥梁都由公司

承建或参建。经营腹地覆盖长江流域及其他大
江大河、沿海地区，直至外海和境外市场，从四川
宜宾至上海的长江，近40%的长江大桥都深深打
上了“二航局及二公司”的烙印。

值得一提的是，港珠澳大桥作为当今世界最
具影响力的工程之一，拥有多个“世界之最”：世
界最长跨海大桥、世界首条海底深埋沉管隧道、

世界最大海中桥隧工程。其中海底沉管隧道工
程是该桥最核心的工程，每节沉管长180米，重
约8万吨，而二航局二公司就承担了海底隧道沉
管预制50%工作量。

放眼全球，目前世界建成的十大跨径悬索
桥、斜拉桥、跨海大桥，二航局及二公司承建或参
建的桥梁工程接近半数。“二航”品牌已然成为中
国桥梁建设市场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正助力

“中国桥”品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吴伦 图片由二航局二公司提供

链接》》

100余座特大桥梁工程闪耀世界
早在1995年，二航局二公司修建了当时世界

第四、亚洲第二、中国悬索第一桥的江苏江阴长
江公路大桥，一举终结“中国人不能修大跨度桥
梁”历史；而后相继修建了中国最长公路桥温州
大桥、世界首座千米级多塔悬索桥泰州大桥；世
界第一拱桥朝天门大桥等特大桥梁 100 余座。
现正鏖战港珠澳大桥和全球首座珊瑚礁上的跨
海大桥—中马友谊大桥等世界级工程，誓让“中
国桥”品牌闪耀全世界。

闪耀世界的“中国桥”品牌

世界第一大跨径拱桥——朝天门长江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