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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三年行动区县巡礼交通建设三年行动区县巡礼··彭水彭水

彭水 交通建设织密网 连通群众幸福路

青山如黛，大道如
虹。行驶在彭水，从集
镇到乡村、从干线公路
到偏远村道，一条条
“畅、洁、美、安”的“四好
农村路”纵横交错，编织
出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
网络，极大地改善了村
民的出行条件。“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逐步
成历史，一个个乡村，一
户户农家拓宽了致富
路，打开了致富门。

近年来，彭水大力
推进交通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积极构建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
造彭水“一江二铁三高
铁七高速”对外交通网
络，衔接布局建设通用
机场，构建东西南北“四
向”连通、铁公水空“四
式”联运的交通物流运
输体系，促进全县农村
公路“加硬”、高速铁路
“加快”、普通干线公路
“加等级”、高速公路“加
密度”，为彭水发挥民
族、生态、文化优势，建
设生态特色宜居城、生
态旅游目的地、生态产
业发展区、生态文明示
范县，提供外通内联、通
村畅乡、客车到村、安全
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

全面化、深入化
拓宽扶贫致富路

三义乡，位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北边，是彭水最为偏远的乡镇之一。
由于群山环绕，山高坡陡，临崖、高边坡
路段多,路面狭窄，车辆通行能力很差,
产业发展滞后，多年来一直属于深度贫
困地区。

“以前路还没有扩宽、硬化，车进不
来，要用饲料只能靠人背，山路走一趟就
一个多小时，一天来回好几趟。”看着养殖
场门口的新水泥路，三义乡五丰村生猪养
殖户秦中海深有感触地说，“现在路修好
了，车子可以把饲料直接拉到门口，要出
售的猪又从门口直接拉走，方便多了。”

秦中海家的生猪养殖场建在群山之
间的牛滚凼，过去只有一条弯弯窄窄的
土路连接着山脊处的公路。2017年，这
条路被纳入五丰村产业路的规划之中，
2018年11月硬化通车。

近年来，彭水坚持把加强农村公路
建设作为决战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
的有力抓手，高站位、高质量推进“四好
农村路”建设，努力构建“结构合理、因地
制宜、便捷畅通”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
2017年至2020年，仅三义乡就建成小
康路120公里，通车里程从49公里上升
至194公里。

路通则财通。2019年，借助家门口
的硬化路，秦中海的养殖场出栏的400
多头生猪顺利完成收购，挣了100多万
元，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能手。秦中海
的“致富路”，仅仅是彭水以脱贫攻坚为
统缆，统筹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一
个缩影。随着彭水农村交通条件的持续
改善，乡村特色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以
红薯、烤烟、畜禽养殖、晶丝苕粉等为代
表的特色产品，随着通达的道路，走出大
山，走进城市。

规范化、精细化
夯实幸福畅通路

山道弯弯，流水潺潺。初秋时节，行
走在唐家坝平整光洁的乡村公路上，欣

赏着沿途的乡村美景和一处处独具风格
的苗寨，心情格外舒畅。

“自从修好了乡村路，咱这山里一下
子热闹起来了！”3名唐家坝村民一边闲
聊着，一边在公路上开展清扫垃圾和沿
路锄草等公路养护工作。

近年来，彭水按照“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的总目标，采取定
员养护、承包养护和委托养护3种方式，
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的作用，全面加强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2020年，全县
新开发800个公益性岗位（乡村道路维
护岗）用于乡村公路养护。

一条乡村路、畅通路的背后，最不能
缺的就是公路人的“精心照料”。据彭水
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彭水
围绕“四好公路”管护目标，科学编制农
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手册，建立健全管
理养护考评指标体系，实现了管理养护
规范指导和硬性约束的有机配套；按照

“有路必养、养必到位”的要求，建立健全
养护机构、落实管养人员、保障养护经
费、规范养护制度，全面加强农村公路养
护管理；设立公路养护公示牌，加大农村
公路养护督查力度，实行百分制考核标

准……在各村各路段的养护过程中，形
成比质量比进度的良好局面。

同时，该县还围绕强化公路日常管
护、有序推进小修保养、扎实推进大中修
工程、深入开展乡村公路养护，多措并
举，严格落实公路管养责任，管养工作规
范操作，公路保畅保通取得明显成效。

立体化、多元化
打通全面发展路

7月1日，彭水上塘乌江大桥复线桥
顺利建成投用。据了解，该项目的投入
使用，进一步拉近了彭水老城、彭水新城
和蚩尤九黎城之间的空间距离，将有效
促进摩围山、蚩尤九黎城以及靛水街道、
润溪乡、黄家镇、大垭乡等地的旅游发
展。

遇水架桥、逢山开洞。近年来，彭水
加快推进对外大动脉建设，不断畅通骨
干道路,有序推进县城至乡镇的所有干
线通道路面整治提升行动；同时，积极研
究规划通用航空建设和乌江黄金水道功
能整治和提升，着力补齐空路、水路短
板，全面助推交通建设立体化、多元化。

渝湘高铁彭水段、渝怀铁路二线彭
水段、黔石高速公路彭水段、渝湘复线高
速公路彭水段、S522曾家坪至小龙桥段
公路，一个个项目有条不紊地推进；水泥
厂至九黎城、保家至乔梓、S204芙蓉江
大桥至大田垭口、S518菖蒲塘至大垭
段、Y013沙湾大桥至芦塘段等，一个个
项目相继完工；道路建设、路面拓宽、绿

化建设……
据彭水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彭水立足“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先
行官”定位，以“外联内通”为目标，统筹
推进公路、铁路、水路建设，加快构建外
部配套成环、内部纵横成网的开放型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多措并举加快实现“进
得来、出得去、行得通、走得畅”，破解贫
困地区交通制约，加速形成“40分钟主
城、1小时周边、1.5小时县域”交通圈，努
力打造渝东南水陆联运支撑点城市。

修一条路，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
百姓。一条条道路不仅仅串联起了“美
丽乡村”，更是铺就了一条走出去的“致
富路”。一个个项目不仅畅通了彭水对
外的连接，更是助推了县域生态经济、旅
游经济、文化经济等高质量发展，提升了
区位优势和城市价值，仅2019年全县接
待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

截至目前，全县铁路里程68.00公
里，水路里程 320.70 公里，公路里程
7895.74公里，其中，高速路65公里、国
省道663.8公里。县乡村道7166.94公
里，公路路网密度202公里/百平方公
里。乡镇和行政村通畅率、撤并村和小
组通达率、贫困村通畅率和农客投放率
均达100%。

刘茂娇 李德方 曾熙

联合乡同连村通村通组路 摄/杨敏

渝湘高铁彭水段开工 摄/曾熙

追根溯源
“四史”红色文化育人模式破难题

坐落于历史悠久的红岩村，毗邻红
岩革命纪念馆，得天独厚的“红色基因”
自建校起便融入重庆市工业学校的骨
血，一代代工校师生长期受到红色文化
的洗礼，奋发图强，培育出一批批优秀
工校学子。

然而，学校在发展中发现，职业教
育往往存在学校文化育人缺乏理念引
领，资源整合不足，史实资源单薄等难
题、痛点，制约着学校高质量发展。

在发展中思考，在思考中前行。秉
持“严谨治学、人本管理、追求卓越”办
学理念，致力于打造高质量职教品牌的
工业校，又在时代考题中作出有力回
应。

2011年，学校经过实践和探索，确
定“四史”红色文化育人模式为工业校核
心精神，以文化建设为助推力，建立学校
德育活动实践基地，促使学校全面发展。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四史”红
色文化育人的“四史”包括“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红色文化的核心是“崇高思想境界、坚
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
正气”的红岩精神，提炼出“红岩铸匠
心”的校园核心文化与“崇德、铸魂、匠
心、尚上”的德育理念。

如何将理念落地、落实，考验着重
庆市工业学校教育者的智慧。

重庆市工业学校找到四个着力点，
即构建“四史精神”的红色文化育人理
念，创建“一二四七”的红色文化育人模
式，建构“四史为主线，红岩为基点”课
程体系，创生红色文化育人评价指标体
系，以此提升育人质量，提亮学校品牌。

重庆市工业学校全方位、立体化地
深挖校园特色，文化寻根的举措充分体
现出了一所老牌名校的优秀品质，学校
用“四史”文化贯穿教育教学，将红色火
种播进一代代年轻人心中，打好立德树
人鲜亮底色。

创新实践
多元立体培养优秀时代新人

追寻家乡红色记忆、聆听党的诞生
地讲座、实地走访红色纪念馆……在重

庆市工业学校，学生们对形式多样的
“四史”学习并不陌生，大家在课堂上、
在实践中将“四史”教育入耳、入脑、入
心，增强了爱国心、强国志。

原来，学校基于“崇德、铸魂、匠心、
尚上”德育理念构筑了“一二四七”的多
元立体红色文化育人模式。

其中，“一”指的是确定学生三年的
德育培养总目标；“二”是成立囊括校内
教师、党史专业团队和学生的百人宣讲
团，编著一本以“四史”和红岩故事为核
心内容的读本；“四”指的是创建“课堂、
校内活动、红岩战线、企业”四个德育基
地；“七”是指学校七个人红色文化特色
活动，包括课堂“5+1”、“开学第一课”、

“四史与红岩”文创作品竞赛、红色之
星、特色社团、“四史”读书会、红色研
学，形成人人学“四史”，生生受熏陶的
红色文化育人模式。

此外，学校建构了“四史为主线，红
岩为基点”课程体系，创建了文化育人
课堂“5+1”模式，形成了“理论+实践”
的课程架构，让学生既要学好“四史”也
要说好、要用好“四史”，搭建了“家校
企”多主体共建的网络课程体系，共同
开发和应用红色课程资源。

“身为红色传人，我们要永远跟党
走，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
史的华彩篇章。”担任红岩志愿讲解员
的王艳深有感触。据了解，2012年以
来，学校联合红岩联线文化管理中心、
重庆多处红色景区和重点企业建成了
红色文化育人实践基地，红色教育覆盖
校内外全领域和学生学习实训全过程。
近5年来开展40余项文化育人活动，吸
引27219名师生及社会人士参与。

科学合理、贴合实际的评价体系是
育人的关键，重庆市工业学校坚持打好

“评价”攻坚战，在科学管理服务上下功
夫。

学校聚焦学生德育终身发展，独创
研制了具有中职特色的《重庆市工业学
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评价体系》；构建

“全员全域全时”“三全”评价机制，开展
学校、家庭、社区街道、企业等多主体参
与德育评价过程，从认知、情感、行为多
维度全领域评价德育成效，纵向与横向
相结合全时期评价德育成果。

经过不懈坚持和多年沉淀，红色文
化育人的理念及其育人目标已深入人
心，自觉体现在学校人才培养各项工作
中，学校因为成绩突出，成为重庆唯一
一所被评为“国家级中职示范校”和“国
家级示范职业鉴定所”的“双示范”学
校，拥有“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全国
特色学校”等50多项荣誉。

成己达人
“红色引擎”释放澎湃动力

重庆市工业学校持之以恒的红色
文化育人实践，将红色富矿转化为优质
育人资源，将红色内能转化为工作动
能，将红色滋养转化为发展势能，令学
校涌动出蓬勃的生命力。

2019年 5月，学校校长杜宏伟带
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
组）分布式光伏系统的装调与运维项目
比赛，学生吴俊杰、严鑫、叶恩华面对强
劲对手，沉心静气、排出困难，最终通过

默契配合获得一枚团体银牌。
这不是重庆市工业学校学生第一

次在舞台上发光发彩。据统计，学生参
加全国技能大赛获奖38人次，其中参
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荣获国赛一
等奖6人次。全国文明风采大赛活动
中，总共荣获全国一等奖54名，学校也
连续4年荣获全国优秀组织奖、卓越组
织奖。

通过对“四史”的学习，红色文化在
代代工业校人身上传承延续，孕育出具
有工业校特制的师资队伍。

已经成为环境科学博士的张雁，毅
然放弃北京科研单位的优厚待遇，来到
重庆市工业学校成为一名环境科学专
业的老师，扎根教育硕果累累；万美春
老师从教15年来不仅自己拥有重庆市
优秀教师、市级骨干教师等称号，还引
领青年教师成长，辅导学生在技能大赛
上摘金夺银。

他们是重庆市工业学校教师队伍
中的普通代表。据悉，目前学校已经形
成了一支“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教师
队伍，校长杜宏伟，教师邱国声、邬疆、
刘辉元、龚锋、孙建华等频频获得全国
职业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优秀教师、重庆感动职教人物、黄炎
培杰出教师、西部访问学者、市突出贡
献高技能人才、全国技能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等荣誉称号。学校3次被评为市
级先进基层党组，24人获市级优秀党
员与党务工作者称号，35人分获市级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墙内开花墙外香，辐射引领惠四
方。重庆市工业学校敞开校门，将“四
史”的红色文化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成
果分享交流给广大同行。

自2012年以来，先后有青岛高新
职业学校、青海职业技术学校、洛阳10
余所、广西6所以及市内60余所学校来
校交流学习，成果负责人多次在全市职
教工作会上做交流发言，受到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

何霜 胡忠英
图片由重庆市工业学校提供

重庆市工业学校以
“四史”为文化育人主
题，立志把传承和弘扬
红色文化作为己任，开
启红色文化育人工程。
2016年，学校在教育部
中职改革创新行动计划
重点项目、重庆市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两大课题
成功验收结题之后，又
投入《基于“四史”的红
色文化育人模式探索与
实践实施方案》研究中。

一路耕耘一路歌，5
年多来学校取得累累硕
果，《以红岩精神为魂、
打造特色德育课堂》的
典型案例被重庆市教委
评选为优秀案例进行推
广，《“红岩铸魂”中职德
育基地研究与实践》荣
获全国机械行业教学成
果一等奖。全国文明风
采大赛活动中学校荣获
全国一等奖54名，连续
4年荣获全国优秀组织
奖、卓越组织奖。承办
了团中央、市教委、市经
信委、团市委等部门的
活动30余起，赢得了社
会各界一致好评。

“纪念11·27”文化汇演

红色文化进校园“四史”滋养育工匠
重庆市工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