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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款款走来，綦江花坝景区格桑花摇曳
生情，高山草甸四季变幻着色彩；峻秀的古剑
山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宛若一
幅巨形的立体油彩画……

国庆中秋长假，“三养”綦江接待游客
69.7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27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9.45%、23.49%。

与国内知名旅游城相比，这组数据或许比
较“朴实”，但对一座数十年来以老工业基地形
象示人的城市，可清晰感知其华丽转身及“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迅猛势头。

綦江，一座宜居、宜业的生态绿色大城，正
在迅速崛起。

“绿色运算”
削减污染存量

生态兴则文明兴。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

“此消彼长”的渐进过程，需要锲而不舍、水滴

石穿的精神，还要主动作为、科学谋略。

作为老工业基地和主要煤炭能源基地，綦

江面对绿色大考，选择了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

“绿色运算”——持续不断做绿色“加法”、做污

染“减法”，务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

工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加法”，从决策层高位谋划做起从政策上

高密度叠加。在该区的“四区一城”建设中，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区”被列为首要任务，从优

化行政审批、保障生产要素、加大金融服务、帮

助创新发展等，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发展氛

围。为进一步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綦江还

从加强企业新产品研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提升政府服务效能等方面，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发展。

“减法”，是“壮士断腕”的超常举措，是啃
下污染存量的硬骨头。近年来，该区按照国家
和市统一部署，开展了前所未有的煤矿关闭和
破产企业安置工作，采取一矿一办法，落实责

任人员，平稳关闭。截至目前，綦江关闭煤矿
17个，减少产能175万吨，破产安置了赶水汽
配厂、桥河玻璃厂两家企业等。

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去年该区以铝、铜为主的精深加工材料产业占
工业总产值的44.6%、排列第一，曾经排列第
一的能源产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10.47%，其
中煤炭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5.97%，排列末
位。

循环经济
启动绿色发展新引擎

市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北渡铝产业
园正开启着綦江工业发展新篇章。

在这里，重庆能投集团旗能电铝、新加坡
迈达斯、北方铝业、金兰集团等数家企业互惠
共生，“彼之废物，我之原料”。

在这条循环链中，旗能电铝把煤转化成
电，生产出电解铝液；电解铝液直供给园区里
的北方铝业、远成铝业等企业，生产铝合金液；
铝合金液又直供给下游企业，生产汽车、摩托
车零部件、远洋集装箱、石油钻杆等合金铝材；

生产铝合金部件产生的铝合金屑、灰、铝泥等，
又被全部回收起来，通过园区内的佛山晋渝公
司，重新提炼为铝合金原料；发电产生的粉煤
灰、煤渣、废气、废水等工业副产品，销售给园
区的蓬坤建材，用于生产空心砖、混凝土切块、
楼板等建筑构件，硫则输送给化肥企业和石膏
企业。

整个园区形成“煤—电—铝液—铝合金液
—铝合金型材—铝合金零配件”产业链，并延
伸出铝合金、铝合金产品、铝合金渣屑等回收
及煤渣煤灰废物循环利用产业链。

到2020年，该产业园预计将实现产值
500亿元，建成我市重要的铝产业基地；全区
工业总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规模工业产值
达到880亿元。

产业升级
奏绿色“协奏曲”

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一场“独角戏”，而是一
场全方位深刻变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彰显的正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
关系。

綦江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转型升级的发展优势，让绿
色浪潮在产业经济大盘中澎湃。

“四钢记忆”工业旅游项目就是“退二进
三”的一个典范。该项目依托被关停的重庆四
钢钢业有限责任公司旧址，建成8公里的铁路
花海、造型各异的金属创意雕塑、“记忆味道”
美食街、怀旧主题的工人俱乐部、朋克风格的
潮厂音棚、周末文艺大舞台等。目前，项目尚
未开放，就受到《钢魂》《我的孩子我的家》《追
踪》《幸福照像馆》《同路人》等多部影视剧导演
的青睐，前去实地取景。

石壕镇曾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风光无
限。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该镇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推进乡村旅游度假区建设，以旅游促进矿区
绿色发展，现建起全市首个国家标准示范自驾
车露营地，集避暑度假、花卉观赏、溶洞探秘、乡
村休闲、山居养老等功能于一体，成为“驴友”眼
中“美得不食人间烟火”的旅游目的地。

曾经的“黑色土地”，如今已变成绿水青
山，也成了“金山银山”。

做好“加减法”让天空更蓝

天空澄碧，纤云不染 摄/杨翼德綦城——鲜花映碧空 摄/陈星宇

山路弯弯接蓝天 摄/王太椿

晴空下的花坝高山草甸 摄/李洪彤
吴黎 贺娜

綦江

我重要
凝聚团队建设“向心力”

一个团队优秀与否，不在于有多少优秀的个
体，而是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能发挥出最大的作
用。广益中学的教职工团队，就是这样一个能激
活每个人的团队。

王明，广益中学一位从业20多年的普通清
洁工，在1500多名住读生眼里，他的存在是不可
或缺的，正是他的劳动，为他们创造了安心、舒心
的学习生活环境。

王明主要负责每天清除5栋学生宿舍和教
师公寓的生活垃圾，算下来每天要清除近400个
房间的垃圾。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
才收工。因为没有电梯，5层楼的学生宿舍他必
须把垃圾一层楼一层楼的搬运到楼下，再拖运到
校外垃圾站。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专门买了一
辆摩托，焊了一个货架，垃圾就可以装在后面，方
便装运。但即使这样，也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去
年6月高考结束后，学生宿舍废弃垃圾特别多，为
了赶进度，不得不一个人加班到晚上10点多，回
家都累得腰酸背痛、浑身散架，但想到学生很快
可以住在自己打扫干净的宿舍内休息、学习，他
又打起精神。

20多年了，他很少请过假。在王明看来，自
己不去做，垃圾一天不清理，1500多人的生活垃
圾堆在那里难以想象。这么多年，他觉得最满意

的事是“从未有师生抱怨过垃圾清理不及时。”
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每一个人都在平凡的

岗位努力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汇聚成一股不平
凡的力量。

何明耀，在广益中学食堂工作有19个年头
了，从墩子、白案到厨师的岗位，他都做了一个
遍。当墩子的时候，每天负责切几千学生一天三
顿的荤菜，最忙的时候，下班累得连胳膊都抬不
起来。有一年，因为设备还没安装好，为了给住
读同学及时供应上开水，4栋学生宿舍，最高的5
层，他一层层楼靠自己人力担上去。

身处食堂岗位，何明耀一直紧记食品卫生安
全这条硬指标。“岗位虽不起眼，但责任重大。”何
明耀说，以前每次切肉前他都要反复清洗刀具跟
砧板，切完后更要用高温热水进行消毒。对料理
台、绞肉机等设备的清洁他更是无一遗漏，每一
个角落都做到干净、卫生。

如今因为临近退休，不再亲力亲为，但他还
是要负责食堂的食品监督，看看菜品是否新鲜、
洗净，是否严格按照操作程序操作。午餐协助维
持秩序，帮忙给学生打饭、盛菜。空闲下来，他总
会暖心地问问就餐的学生，“分量够不够，吃好没
有？”“饭菜还有哪里不合胃口？”收集到意见就反
馈给厨房师傅，以便加以改进。“看到孩子们就餐
后精神饱满地投入学习，觉得所有的工作都值得
了。”何明耀说。

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时刻为团队进步迸发
出最大的能量。

杨军，就是这样一位关键时刻牢记自己的重
要职责，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优秀班主任。

今年，杨军所负责的班级，学生陈焱琳，被清
华大学美术专业顺利录取，谁曾想到，仅仅在今
年3月，她的文化成绩离清华大学的录取线还有
较大差距，要在落下近2个学期的文化课、距离高
考不到3个月的情况下，实现超越？——这几乎
是不可能的任务，杨军却毅然决然挑起这一
重任。

杨军与班级的各位科任老师逐个交流，结合
陈焱琳各科的实际学习情况，为她量身定制一份
学习计划，帮助她梳理各学科重难点，并逐一协
调学科老师点对点辅导。

除了关注陈焱琳的学习成绩，杨军更关心她
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变化。“健康的身体是基础，要
学会劳逸结合。”“不要有太大压力，只要跟着学
习计划走，相信自己一定是可以的。”……每天杨
军都会找各种话题同陈焱琳“闲聊”几句，给她减
减压。

在教师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陈焱琳高考成绩
总分530分超过重本分数线，最终顺利被清华大
学录取。杨军老师说，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站出
来，这就是我应有的价值。

我行动
迸发团队建设“新活力”

行动，是最有力的见证。正如苏格兰作家
托·卡莱尔所言，“我们的行动是唯一能够反映出
我们精神面貌的镜子。”在广益，教职员工用一次
次具体行动向世人展现出一支师德高尚、作风优
良的团队的精神风貌。

保安队班长王德勇，勤勤恳恳在校工作多
年，虽然她经常觉得自己的岗位不起眼，但她依
然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广益中学教职工团队的敢
于担当、敢于行动的精神内涵。

作为班里唯一要参加夜间巡逻的女队员，王
德勇队内绰号“铁人”。“铁人”的称呼可不是吹出
来的，平时的她巾帼不让须眉，脏活累活抢着干，
甚至一个顶两。有一次，队内好几个岗位同事同
时病倒、离职，她咬牙一连上了八天班都没休
息。白天守门岗，晚上每隔1小时还要巡逻。本
来学校到家只需要步行几分钟，那段时间她一直
坚守都没有回过家。

“铁人”在广益中学工作几年，早就练就了
“火眼金睛”，凡是校园内出现的安全隐患都会被
她第一时间发现，哪里下雨天后积水多容易滑
倒，哪里的树木枯萎，刮风下雨枝丫容易掉落砸
伤人，哪里又有电线外露……只要巡逻走过，她

都会很留心观察，及时报告处理。
“铁人”的“火眼金睛”最绝的还在于，凡是企

图从她值守门岗蒙混过关的同学，都逃不过她的
法眼。因为一到新学期开学，王德勇总会用心记
住几百名走读学生的面孔，一旦有住读学生想

“非正常”离校，都会被她迅速甄别出来。甚至每
个班班主任是谁，爱调皮捣蛋的学生有哪些，她
都私下花了时间去记，做到随时心中有数。

虽然“铁人”铁面无私，执法严厉，但对孩子
们总是嘘寒问暖，进进出出都要叮嘱注意安全。
学生们都说，“前门的嬢嬢对我们最好了。”

“言传身教，身教更重于言教。”已经连续当
了7年高三班主任的黄宏这样说。

每天，早上7点，黄宏就来到学校，前往教室
查看学生到校情况，陪学生一块开始早读。晚上
10点半高三学生下课后，黄宏还要前往学生宿舍
进行查寝，11点过后才能离校，到家时往往都差
不多已经12点了。正是黄宏老师的身体力行，处
处对学生无私的爱，让班里的每个学生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头，并激励着他们努力学习。

学生小宇，上课一段时间老集中不了注意
力，不是玩手机就是打游戏。为了让小宇把精力
重新放在学习上，黄宏费劲了心思。一方面，黄
宏经常找他聊天，了解学习上的困难，对症下药；
另一方面，经常与家长沟通、交流，共同配合子女
的教育。通过心理疏导，帮助他理清人生发展方
向，小宇重新找到学习的动力，最后顺利考上自
己心仪的大学。

关爱，不仅限于每一位学生，还有更多青年
教师的成长。

教师魏冬梅在完成日常教学任务之余，还负
责高中生物组的教研工作，教研组内年轻教师的
成长是她一直放在心头的大事。

记得两年前，青年教师张颖准备代表南岸区
参加重庆市生物优质课大赛，魏冬梅积极联系学
科教师组建磨课团队，历时两个多月进行全程跟
踪、指导、服务。从讲课时的服装、语言、眼神到
手势，都给张颖严格把关，提出最中肯的建议和
指导。

张颖上课时语言不够精炼，试讲几次下来都
达不到效果。为了帮助张颖克服这个困难，魏冬
梅将她上课所说的每一句都写出来，再同组内老
师一字一句帮她分析、打磨、改正。

正是对细节的不断追求，张颖老师成功蜕
变，在赛课比赛中获得了重庆市第二名的好成
绩，现在已经成长为学校高中生物组的骨干
教师。

行动是一切教育理念最好的落实，一所学校
的底蕴和气质往往蕴含于内。

何霜 姚兰 图片由广益中学提供

践行“我重要”，守护校园师生安全

南山之巅，文峰
古塔，黄桷古道，森林
广益。

在“增广学行·益
国利民”办学理念的
指引下，一代代广益
人栉风沐雨，砥砺前
行，不断丰富百年名
校的底蕴，打造出内
涵发展的新名片。

“心齐·气顺·风
正·劲足”正是广益中
学这支优秀教职工团
队精神面貌的真实写
照。如今，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下，他们继续践行着
我重要、我行动、我自
豪、我幸福的“四我”
发展格局，不断收获
着职业的幸福。

文峰塔下，广益
中学的“四我”团队正
向着朝阳，在筑梦路
上不断前行。

文峰塔下筑梦人
重庆市广益中学着力打造“四我”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