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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重庆建
好的农村公路，推动农村
车辆运营成本平均下降
四成多，八成多企业降低
了运输成本、提高了销
量，约95%以上的村民收
入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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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沿着山谷，像一条长龙盘旋在
葱绿的山间，红白相间的公路防护墩分
外亮眼。海拔400米以下，道路两边的
田地里，种植了晚熟柑橘，柑橘园里间
种辣椒、菊花等矮秆作物；海拔400米
以上，则种植了乌梅。

这是4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云阳县泥溪镇胜利村看到的场景。

“若不是村里一组、二组和三组‘四
好农村路’通了，现在路边仍会是一片
片闲置地。”云阳县泥溪镇胜利村村支
书黄沈说，村里也不会形成如今的产业
发展模式。

重庆市交通局介绍，2018年我市
开工建设“四好农村路”2.8万公里，已
建成投用2.49万公里，新解决了4132
个村民小组通公路、8130个村民小组
通油路或水泥路。全市村民小组通达
率、通畅率分别达到91.3%、61.3%，行
政村通客运率达到99.1%。

今年，我市又将建设“四好农村路”
2.4万公里，新增4000个村民小组通公
路、8000 个村民小组通油路或水泥
路。其中，今年1至 3月已启动建设

“四好农村路”6600公里，截至目前已
建成4235公里，新解决500个村民小
组通公路、1961个村民小组通油路或
水泥路。

公路修到村里来
产业发展有了新规划

一条路，改变一个村。
2018年6月底之前，云阳县泥溪

镇胜利村近一半村组不通公路。该村
山大坡陡，村里以种植包谷、红薯、洋芋
等“三大坨”为主，是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

公路通到家门口，成为村民们最大
的心愿。

2017年底，随着重庆市“四好农村
路”建设启动，胜利村通组公路列入日
程。一条长3.4公里，连接一组、二组和
三组的农村公路于2018年 6月底完
工。

路通了，村里新的产业规划也提上
日程。村里请来专家把脉，最终决定发
展“短中长”产业：当年见效的香菇、菊
花等，三年挂果的柑橘，五年结果的乌

梅等。
黄沈称，乌梅树耐旱耐寒，适合在

海拔400米以上的山地生长，而新鲜的
乌梅不仅可以腌制成干果，还能作为中
药材原材料进行售卖。

今年2月，村里成立金香菇产业合
作社，45户贫困户入股，种植了350亩
乌梅、1200亩柑橘。

贫困户除入股外，还可在合作社干
零活，每天100元，一年下来，至少可挣
2万元。

“我这把年纪外出打工也干不动
重活了，况且还要照顾上小学的孙
子，也出不去。”胜利村三组 56岁的
村民余良江说，没想到现在家门口就
能打工。

余良江算了一笔账：每天来合作社
管理柑橘、乌梅，可挣100元，一个月能
有2000多元收入。除了日常开销，还
能存一部分钱，同时还可以照顾孙子。

云阳县交通局称，2018年以来，泥
溪镇陆续启动“四好农村路”村组道路
通畅项目建设44个、共83公里。目前
已经完工20个、总长51公里。

“四好农村路”有力推动了当地产
业发展。目前泥溪镇已发展了50万段
黑木耳、10万袋以香菇为主的黑色食
品，以5500亩柑橘、3500亩核桃、4000
亩乌梅为主导的绿色食品。同时，当地
因地制宜发展柚子1400亩、辣椒1000
亩、菊花500亩、中蜂2000群，全镇每
户贫困户都有2到3个以上主导产业。

“自去年以来，我们加大了贫困地
区‘四好农村路’项目、资金的扶持力
度，贫困地区交通面貌正在改善。”云阳

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该县开
建“四好农村路”1670公里，完工1012
公里。

公路修到家门口
家家户户盖新房

路修到家门口，村民住上了新房，
一家人也可以团圆了。

今年2月底，73岁的田时旭老人搬
进新房。这可把她乐坏了，打电话给儿
孙们，让他们周末回老家庆祝一下。

田时旭是渝北大盛镇东河村四组
的村民，今年能住上新房，得益于大盛
镇到东河村的“四好农村路”通到家门
口。

大盛镇是渝北区较偏远的镇。该
镇东河村有11个组，5个组的通组公路
没硬化。村民出行非常不便，虽然到镇
上只有6公里，走路的话，却要1个多
小时。

田时旭后代儿女、孙子（女）等近
20口人，虽都生活在重庆主城及周边，
但这10多年来，一家人就没真正团圆
过。

原因是家里房子太小、太旧了，一
次容不下这么多人，儿女、孙子孙女们
逢年过节轮流回家探望老人，基本不过
夜。2018年初，已成家的儿孙们拿出
20万元，给老人建新房。

田时旭家门口的路是一条毛路，建
房所需的材料只能运到离家1公里外
的主路上，再由人工或马转运。这近1
公里的路，转运费就要花近2万元。

有一次，为节约运费，她儿子试图
把拉砖货车开到新房子处，结果路上翻

车了，儿子也受伤了。之后，房子就停
建了。

去年10月，渝北区交通局正式启
动了该村“四好农村路”建设，并于12
月底建成。

“原本规划主路只有6公里，为方
便村民出行，修了更多通往村民家门口
的支路，一下子多修了2.3公里。”渝北
区交通局相关人士称。

路修好了，田时旭家的新房重新开
建，车也可以开到家门口。

“路通了，村里新房子多了起来。”
东河村代村主任唐荣霞称，从去年底到
今年4月初，村里90多户申请新建改
建住房，10多户村民买了新车。

来自重庆市公路局数据显示，我市
建好的农村公路，推动农村车辆运营成
本平均下降四成多，八成多企业降低了
运输成本、提高了销量，约95%以上的
村民收入明显增加。

公路修到风景里
自驾游客纷纷来

“村里变化太大了，不堵车了，开车
过来太方便了。”今年3月，綦江区永新
镇举办梨花节，主城居民张志驾车前来
赏梨花，发出这样的感叹。

今年3月12日，一条长16.8公里
的公路改建通车了。该路起于G353
罗家支路口，止于中峰镇龙山村，穿过
永新镇梨花山景区石坪村。

永新梨花节已成为綦江的一张名
片。但对游客们来说，最头疼的就是堵
车。

“游客多了，前几年拓宽的4.5米双

向道，由于没建错车道和停车场，一到
周末，前来赏花的车就堵得水泄不通，
最长堵车时间达5个小时。”石坪村支
书幸定华说。

对旅游团来说，也很不方便。旅游
大巴无法开进景区，游客只能在离村1
公里的地方下车，步行到景区。

2018年，綦江区交通局启动了道路
改造升级项目，将4.5米的路面拓宽至7
米单向环道，新建和升级了5个停车场，
可容纳几百辆车停放。幸定华称，今年
来看梨花的人比往年增加了两成。

促进农村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是
我市“四好农村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目
标。

打通一条路，激活一片景。今年2
月，渝北区白岩场至大盛镇公路（大白
路）沥青黑化路面完工。这条全长4.8公
里的农村公路，成为连接渝北区张关镇、
大盛镇及周边村镇的一条旅游和产业
路，也是附近村民出行的必要通道之一。

“这条路，激活了大盛镇乡村旅
游。”渝北区大盛镇政府相关人士称，今
年3月1日启动的大盛镇樱花节，已吸
引了10万多游客前来观赏。

渝北区交通局称，该区“四好农村
路”以“交通+旅游+农业”为导向，已布
局建设了一批旅游路、产业路、农业园
区路，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基
地相结合，带动产业产品与城市消费市
场连为一体。

“产业规划到哪里，公路就修到哪
里。”重庆市交通局称，今年，我市将新
建2.4万公里“四好农村路”，助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

新修一条路，改变一个村；升级一条路，激活一片景

今年重庆将新建“四好农村路”2.4万公里
本报记者 杨永芹

4月是登山踏青的好时节，梁平区
金带镇滑石村新建的健身登山步道迎
来了大批游客。

2018年末，这条健身登山步道（一
期）竣工了。但因为缺少相应的路线指
引，并不能很好地服务游客。

滑石村驻村规划师熊雄、黎耕发现
这一问题后，便开始思考和动手设计步
道的标识标牌。

通过脚步丈量确定线位、与村主
任多次沟通地名、调用村规划地形图
生成地图、简单实景合成展示效果等
步骤，两位规划师完成了标识牌样式、
登山步道简介、登山步道走向等内容
设计。

这项设计成果，是滑石村收到的
2019年新春礼物。

“规划师下乡”是重庆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项举措。2018 年 6月 21
日，重庆择优选派“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并具有城乡规划、建筑设计、景
观设计、道路交通、艺术设计等相关专
业背景的青年规划师开展下乡试点工
作。包括熊雄在内的首批9名规划师经
过培训，赴黔江区、永川区、铜梁区、南
川区、梁平区、石柱县、奉节县、万州区
和长寿区9区县的乡村振兴重点试验示
范镇（乡）协助开展乡村振兴规划服务
工作。

今年4月，市委组织部、市规划自然
资源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农业农村委、
市住房城乡建委联合召开了“规划师下

乡工作推进会”，启动第三批规划师下
乡。截至目前，重庆共选派了共38名
青年规划师下乡服务，服务期限从最初
的不低于3个月延长到不低于一年。

下乡规划师的到来，究竟给村庄带
来了怎样的变化？

长谈3小时 得到一张图

“位偏地少规模小，青壮出门打工
了。梁忠飞跨分两半，双水环抱滑石
岸。军寨旅游带民富，百花欢笑互帮
助。环线串联寨园田，产业兴旺少小
还。”

去年6月，重庆市规划院的青年规
划师熊雄，作为全市首批下乡规划师奔
赴滑石村。他曾写下这首打油诗，描绘
滑石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个村庄，村域面积7.37平方公
里，其中坡度大于25度的面积占全村
面积的54.45%。村委会所在地距离金
带镇约5公里，距离梁平区政府约11
公里。常住人口812人，净流出约250
人。这就是所谓‘位偏地少规模小，青
壮出门打工了’。”熊雄向记者这样介
绍滑石村，可见他对村里情况了如指
掌。

还记得刚到滑石村，熊雄就马不停
蹄地到处走访勘测，了解周边的地貌和
资源禀赋。有一天走着走着，熊雄在山
路上被一中年男子叫住：“小伙子，前面
不能去了，那边在施工。”

一边喊一边走近，两人攀谈起
来——

“你不是本地人吧？一个人来这里
旅游？”男子问。

“我是过来驻点的下乡规划师，我
叫熊雄。”

“规划师？嘿，我正要找你！”男子
喜出望外，邀请熊雄到自己办公室坐下
来聊。

这一聊就是3小时。
中年男子正是熊雄的打油诗中“军

寨旅游带民富”的滑石寨景区董事长周
学峰。

滑石寨景区曾经是一座年产煤炭6
万吨的煤矿，几年前，周学峰主动关停
了煤矿，将昔日的积蓄用于修复矿区生
态，便有了后来的滑石寨景区。

遇到熊雄的时候，周学峰正面临新
的难题——他接到国土部门的通知，卫
星监察发现，他花100多万元在景区新
建的卡丁车赛道，占用了基本农田，必
须拆除恢复。

100多万元打了水漂。为了将来不
再交这么昂贵的“学费”，周学峰必须向
熊雄弄清楚，景区建设要在哪些限制条
件下进行。

“我以前不懂规划，但现在不一样
了，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看看这张总
图。”周学峰说，那次长谈后，熊雄将滑
石村村规划、金带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梁平区“多规合一”生态红线进行叠
加，绘制成一张图，这便是周学峰口中

的“总图”。
此后，周学峰的景区建设严格按规

划做设计，再不做以前的“傻事”。

规划就是把产业串起来

熊雄来到滑石村之前，村里就请规
划设计单位做了村规划。不过熊雄发
现，村规划更多关注的是村里农田、水
系和瓜果资源，并依照这些既有资源发
展了民宿和农家乐等产业。

“很多乡村都有观光度假产业，如
果我们能够将山上滑石寨景区和山下
的资源进行衔接和串联，同时注重与外
部空间的连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考虑
村规划，效果会更好。”熊雄说。

于是便有了打油诗的最后一句——
环线串联寨园田，产业兴旺少小还。熊
雄说，目前滑石村正计划打通断头路，
形成支撑旅游的3条旅游环线，并且有
机嵌入二环路及双桂田园综合体旅游
环线，串通整合村内滑石古寨、采摘果
园以及可供研学的滨水农田等旅游资
源。

事实上，农文旅融合的大力发展已
经吸引了部分年轻人回村创业和工
作。滑石村的樱花农庄农家乐老板熊
琳就是当地人，她和丈夫在外务工多年
后，决定返乡创业开办农家乐。如今熊
琳夫妇每月收入有5000元以上。

熊雄说，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会
有更多的当地青年和外地人来滑石

村创业。

乡村规划需要“全科医生”

服务期满的下乡规划师有一种共
识，那就是在驻点需要解决的问题远不
止规划本身，仅有专业知识还不够，需
要当一个“全科医生”。

在滑石村，熊雄发现了当地村民的
一个喜好——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坐
在小溪边聊天。但是新建的硬化堤岸
亲水性差，让大家没办法保持这个习
惯。于是他建议将一些地方的堤岸改
成缓坡或者台阶，种上亲水植物。“这
样，乡亲们就可以在夏天根据水位的高
低不同，选择自己喜欢的台阶高度就
坐。对游客而言，当地人的生活原貌也
是一道景观。”熊雄说。

规划师马华伟的驻点是奉节县的
三沱村，他大量走访后将自己的工作重
点定位于帮助当地人振兴乡村文化、保

护具有年代感的老建筑。
在南川区大观镇，规划师左雪梅则

重点关注几个村流转后的土地经营得
如何。如果出现了当初的产业规划与
土地气候等自然禀赋不相符，如何调整
转型？如何为新的产业进入牵线搭桥？

左雪梅说：“大观镇有很好的资源
禀赋，比如乡村农田的规整景观化，让
人一看就是一幅现代田园的风景画。
所以我现在更多的精力放在减少特色
景观园运行成本上，打造品牌，延长观
赏时间，让景观园达到持续吸引人气的
效果。”

据了解，为推进规划师下乡工作，
目前重庆已经建立“市区联动、社会参
与”的推进机制，开发了“重庆乡村规
划App”作为统一的工作平台和管理
载体，起草了《规划师下乡工作管理办
法》，让下乡规划师工作更加规范，力
争尽早实现规划师下乡服务镇乡全覆
盖。

“规划师？嘿，我正要找你！”
重庆开展“规划师下乡”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郭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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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
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
聚了民心。只有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农
村公路重要意义的认识，聚焦突出问
题，完善政策机制，既要把农村公路建
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才能为广
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四好农村路”让乡村“走得出
去”。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广大农民的

“钱袋子”真正鼓起来，是党对人民的庄
严承诺，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
来源，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把解
决好农村“出行难”问题摆在突出位
置。加强以农村公路为主动脉的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使那些封闭落后的乡村
从过去的因循守旧中走出来，走向开
放、拥抱变革，以不断完善的交通运输
路网全面提升地区通达水平，推进城乡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有效满
足农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为乡村旅游
业发展带来活力，为农村教育事业发展
打开天窗，为广大农民工作、生活、出行
带来方便，从而拓宽农民就业创业和发
家奔小康的渠道，打通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梗阻，促使“四好农村路”延伸成为农
民致富增收的“加速带”。

“四好农村路”让乡村“引得进
来”。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城镇化是广
大农民的普遍愿望，不仅可以带动巨大
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
民。实施乡村振兴，推进新型城镇化，
既要给农村“输血”，更重要的是让农村
有“造血”能力。通过四通八达的农村
道路网络，让各方资源得以畅通无阻，
做到“筑巢引凤”、“花开蝶来”，让优秀
创业人才来到农村施展拳脚，让资本及
文化“归流返乡”，从而激发贫困地区内
生动力，深化产业带动作用，助推农村
产业化水平实现质的飞跃，将过去“城
进村退”的困境变为“城兴村荣”的蓝
图，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
支撑，更为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可
靠保障。

“四好农村路”打通了乡村振兴
“出”与“进”的“双向道”，缩短了城乡间
的物理位移，拉近了城乡群众间的心理
距离。随着国家交通路网建设迈入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发展、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
村新貌指日可期。

“四好农村路”打通
乡村振兴“双向道”

□刘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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