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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奉节县鹤峰乡乡长陈洪林刚出差回
来，便听说有个原采砂场老板开着挖掘机上山采
石，她立刻上山把人给带了回来。这一次，她发火
了：“你再敢上山下河采上哪怕一块石头，我拼着
乡长不当了，也要跟你干到底！”

鹤峰乡位于奉节县南部、长江南岸，距县城
17公里，是三峡移民搬迁乡。境内墨溪河是长江
二级支流，最后3公里流经鹤峰乡，并在鹤峰乡境
内汇入九盘河，再流入长江。三峡工程蓄水后，长
江水回流，墨溪河水也随着三峡水库调蓄而上涨
下降，成为独特的一景。然而，有人却利用这份独
特从事非法行当，他们在枯水期滥挖河道、疯狂采
砂，在丰水期昼夜施工加工砂石，原本美丽的墨溪
河被这些常年盘踞在河岸的“毒瘤”挖得满目疮
痍。

自河长制推行以来，为保护长江一江碧水、两
岸青山，奉节县出重拳打击非法采砂违法行为，共
取缔19个非法采砂场，其中就有8个位于墨溪河
鹤峰乡段。

对抗“砂霸”的决心，起源于一张照片

陈洪林关闭采砂场的决心，起源于一张照片。
那是2016年春节前，她在奉节生活网论坛上

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名农妇背着一挑脐橙，涉水
过河到对岸出售。当时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
浑浊的河水漫过了农妇腰部，农妇在河水中进退
两难。发帖者这样写道：鹤峰乡墨溪河河道被采
砂场挖深了，果农过河卖脐橙差点被冲走！

照片里，农妇冻得发紫的嘴唇和满是恐惧的
眼神给陈洪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心里不是滋
味。

2016年10月，陈洪林从康乐镇调至鹤峰乡任
乡长。上任第一天，她便去了墨溪河边。

“满目疮痍！”陈洪林这样向重庆日报记者描
述当时看到的情景：3公里河道范围内，密密麻麻
地排列着大小8个采砂场，平均三四百米就有一
个。采砂者从河道中挖出碎石后，就在河里用碎
石机打磨、清洗。当地老百姓对非法采砂深恶痛
绝，村民告诉她，由于常年采挖，常年洗砂，墨溪河
水一年四季都浑浊不堪，空气中粉尘弥漫，靠河居
住的村民常年不敢开门窗。常年采砂还破坏了原
本平坦的河道，河道中暗藏“鸿沟”，曾经有村民过
河时一脚踩空，被水冲走。

通过打听，陈洪林还找到了照片中的农
妇——鹤峰乡观斗村四组贫困户黄贵英。黄贵英
告诉她，自家种了十多亩脐橙，原指望着通过脐橙
脱贫增收。没想到这些年河道被采砂场挖宽了，
靠河的四五亩脐橙也因河水上涨被冲走，被挖深
的河道还“拦”住了往年涉河收脐橙的水果贩子，
果农们不得不冒险涉水过河自己想办法卖脐橙。

从黄贵英家回来后，陈洪林沉思了一整晚，最
后下定了决心：不管有多难，也要改变墨溪河满目
疮痍的现状！

逐一调查，摸清非法采砂场的“藤藤瓜瓜”

陈洪林挨个调查了8家采砂场的情况，发现
其中仅有4家能提供采砂许可证和石料加工证，
但均已过期。也就是说，8家采砂场都是非法采砂
场。

为什么不查处？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能够在此多年经营非法采砂场的人，都被当地
村民称为“砂霸”，其背后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

“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有执法人员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前脚出门（查处），后脚就有人透
风。等我们到了现场，机器关了，人跑了，除了一
河浑水外什么都查不到。

别人都办不到的事，自己一个初来乍到的女
干部，该怎么管？陈洪林决定“各个击破”。她和
乡干部一起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摸排情况，“先摸清
每个企业的藤藤瓜瓜，才晓得从哪儿入手！”

摸排情况这几个月里，乡里的宣传车每天都开
到场镇用大喇叭宣传。宣传内容就三点：第一，全乡
都是砂石禁采区；第二，现有的采砂场全都要取缔；
第三，群众举报非法采砂，重奖5000—10000元。

2017年初，我市全面推行河长制，陈洪林也
成为鹤峰乡乡级河长。结合河长制的实施，奉节
县严厉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为，陈洪林关闭非法
采砂场的底气更足了。

在几个月时间里，陈洪林摸清了8家采砂场
的具体情况。每家采砂场的老板是谁，有哪些人
入股，有没有手续，有哪些手续，砂石是怎么运出
去的，销往哪些地方，对周边环境和老百姓生活的
影响……都摸得一清二楚。随后，鹤峰乡向这8
家采砂场下发了《关于责令停止非法采（洗）砂行
为、限期拆除非法采（洗）砂设备的通知》，责令其
限期拆除非法建设的砂场，恢复河道原状。

“自古邪不压正，我就要和你斗到底！”

要“掐”断别人的财路并不容易。一家非法采
砂场一年收入少则百万元，多则千万元，拆除大型

机械也要损失上百万元。一开始，有人阳奉阴违，
白天象征性地拆几根皮带，晚上便重新装好重新
采砂。陈洪林便带着乡干部，不分白天黑夜地守
在工地，亲眼看着采砂场大型机械拆除、运走，再
第一时间叫来人进行场平，在恢复河岸原貌、保障
河道行洪安全的同时，彻底断绝非法采砂场的后
路。

还有人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向她打招呼，
她这样回复对方：“合法的事你找我（帮忙），能帮
我就一定帮！如果是非法的事情，你最好不要开
口，免得伤了和气！”

川牛采石场是当地最大的一家采石场，占地
约8亩，年产值1200万元。2017年3月，陈洪林
带着工作人员上门要求其拆除设备。这时，来了6
辆小车，车上下来20多个年轻男子，叫嚣着“不还
钱，不准拆”，将她们团团围住。陈洪林在事先的
摸排中，知道采石场老板通过民间借贷借了不少
钱购买设备，这些人应该与民间借贷有关。她并
没有慌张，而是第一时间通知了当地派出所。

见她不怕，领头那人阴恻恻地走过来，撂下一
句狠话：“陈乡长，你这么拼命，以后我们哪儿看到
哪儿发财（当地俗语，有威胁之意）！”陈洪林直视
对方的眼睛：“你有招只管使出来，自古邪不压正，
我就要和你斗到底！”一番正义凛然的话语竟然逼
得对方后退了两步。

在陈洪林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鹤峰乡8
家采砂场在短短几个月内全部关闭，其机具设备、
建（构）筑物全部拆除。见复产无望，一部分采砂
场主开始流转土地，发展脐橙，也有人通过招投标
来取得合法的采砂资质。常年因采石洗砂而浑浊
的墨溪河水又变得清澈了。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墨溪河岸采访时，看见
黄贵英正为脐橙疏果、剪枝，深绿的果树叶片间，
脐橙已长到了鹌鹑蛋大小。黄贵英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拆了采砂场后，河道平整了许多，再过几年
说不定就能恢复原样了，果农们就再也不用大冬
天涉水过河卖脐橙了。

奉节墨溪河上女河长：

“搬”掉8家非法采砂场
本报记者 龙丹梅/文图

“几乎没掏什么钱，就住进了两楼一底的小
楼房，不仅交通方便了，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改
善。”每每说起这件事，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伍
绪村一社村民罗仕君便笑得合不拢嘴。

地处重庆最东端、三峡库区腹心，被称为渝
东门户的巫山，峡谷幽深、岩溶繁多，山地面积
占全县的96%，1.2万户贫困户（占全县贫困户
数的一半）生活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寒边远
山区，土地贫瘠、生产落后、经济匮乏、生活极其
艰难。

这样的脱贫难度，可想而知。怎么办？
“我们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

要手段，已累计搬迁11万余群众，实现了青山
金山两相宜。”巫山县扶贫办主任朱钦万说。

挪了穷窝 斩断穷根

回想起几年前的状况，51岁的罗仕君眉头
紧锁。因为患病，他无法干重体力活，成了贫困
户。少了他这个“顶梁柱”，全家在高山上仅仅靠
传统种植、养殖业讨生活，日子过得尤为艰辛。

邓家土家族乡是一个典型的高山偏远乡
镇。这里拥有巫山所有乡镇中的“4个最”：距
县城最远（126公里）、海拔最高（乡政府所在地
海拔1680米）、人口最少（4000余人）、场镇最
小（一条独街不到400米）。“山上雾满坡，山高路
陡土地薄，辛辛苦苦忙到头，又缺吃来又缺喝”的
民谣，真实地勾勒出当地恶劣的生存环境。

罗仕君不忍心看着家人过苦日子，誓要脱贫
的他想了很多办法，但现实就摆在眼前——在
海拔1550米的大山中，土地贫瘠，石多土少，就
连下山赶场都要走一个小时。

要治穷根，就得搬迁下山，改变原有生产生
活方式。

2016年，罗仕君被列入易地扶贫搬迁对
象。尽管知道政策优厚，但没有亲眼见到政策
下来，他还是很忐忑：害怕自己凑不出建房的
钱，害怕政策落下来，自己却享受不起。

但这次，天遂人愿——当年，根据政府的统
一规划，罗仕君在伍绪村安置点花7万元建了

新房，按照易地搬迁扶贫政策，他们一家得到了
5.2万元的补助，加上原来的房子处于地灾点，
还叠加享受到了涉煤地灾户补偿，因此他几乎
没花什么钱就住进了新房。

“新家离公路、卫生室、村委会都很近，我们
全家都满意得很。”罗仕君笑着说道。

算清三笔账 搬出加速度

将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这对于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巫山而言，势在必行。

“算清楚三笔账，就更加直观明了。”朱钦
万说。

一是经济账。生活在深山边远地区的窎远
户57863人，占巫山贫困人数的63.8%，在这些
地方搞建设，不仅难度大，而且成本高，利用率
低。以原庙堂乡为例，仅改善水、电、路等基础
设施就需投资2亿元以上，而当年实施整乡搬
迁只投入了4000万元。

二是民生账。该县绝大多数高寒边远山区
仍处于典型的粮猪型二元产业结构，农民增产
增收和脱贫致富难度极大，而通过搬迁改进生
产方式，扶持培育致富产业，配套医疗保险、养
老保险、子女读书、看病就医、文体服务等，可让
贫困群众过上新生活。

三是生态账。巫山是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
障区，境内4个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
公园等重点生态保护区，占巫山土地面积的
51%，这些区域内有原住居民约6万人，频繁的
人为活动对生态功能破坏较大，人兽争地矛盾
突出。实施易地搬迁，可有效减少人为活动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筑牢三峡库区生态屏障，维护
生态功能完整。

方向定下来后，巫山就朝着目标一步步实
施。“我们根据市里的指导意见和其他地方的先
进经验，结合巫山实际做了一些创新。”朱钦万
介绍，在统筹资源方面，将搬迁与美丽乡村、新

型城镇化、乡村旅游发展结合起来，建成集中安
置点337个；在安置方式上，采取集中安置、插
花安置、进城进镇安置等5种方式，充分遵照群
众意愿，不搞“一刀切”；在资金筹措上，以政府
投入和银行融资为主，农户自筹为辅，有效化解
了贫困户建房大额负债的难题，搬迁群众户均
负债控制在1万元以内。

种种措施，让巫山搬出了“加速度”——近
年来，该县累计11万余名群众从高山上搬迁了
下来，其中贫困户有3.75万人。

充实了腰包 保护了环境

群众搬迁后的生计问题是件大事。
“我们千方百计调剂土地，引导支持搬迁群

众承包、转包、租赁迁入地的闲置土地，并通过
国土整治‘无中生有’增加耕地，保证了搬迁户
人均0.5亩的菜园地。”朱钦万说。

罗仕君便通过这种方式在自己的新房附近
获得了菜园地。2017年种了天麻，今年又跟着
乡里的大户发展起了党参，预计年收入将达10
万元。

这绝非孤例：巫山县大溪乡平槽村四社贫
困户黄伯芳搬迁后，接连发展起了山羊养殖和
乡村旅游，金坪乡大红村搬迁户李宗天一家，过
去经济来源全靠传统的农业作物，一年下来收
入不足1.2万元，而如今种植了2亩多茶园，还
能就近务工，年收入翻了一番多……

资料显示，结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巫山
在集中安置点因地制宜培育山羊、烤烟、脆李、
中药材等致富产业，确保户户可增收，其中2.6
万人发展种养业，3820人直接参与乡村旅游发
展，兴建农家乐962家，1.52余万户通过务工和
经商实现脱贫致富，全县贫困发生率由13.7%
降至1.55%。

一个“搬”字，实现了双赢。
在搬迁群众迁走的区域，该县实施造林

104万亩，补齐了“天窗”和“断带”，累计完成石
漠化综合治理183.2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
79.5平方公里，每年减少进入长江的泥沙6.8万
吨，促进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此外，由于人
口搬迁，人为活动大量减少，生态植被逐步恢
复，动物领地有效扩张，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壮
大，据科考调查，原庙堂乡保护区内现有野生陆
栖脊椎动物422种，其中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的动物达79种。

朱钦万表示，易地扶贫搬迁是一个系统工
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不仅
仅是要保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我们将继续做好搬迁贫困人口的精准核实，继
续抓好统筹规划和后续扶持，让更多贫困群众
实现高质量稳定脱贫。”

巫山11万群众搬离深山 青山金山两相宜
本报记者 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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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退休后，她主动请缨成为一名护
林员。两年来，她与青山为伴，烈日下巡
护山林防火，大雨中查看山洪隐患。蚊虫
叮咬、寂寞随行没有拦住她的脚步，在“丈
量”大山的过程中，年过半百的她硬生生
地踩出了一条条护林小道。

她叫张小红，是北碚区北温泉街道巡
护缙云山的一名护林员。作为护林队伍
中唯一的女性，她像“女汉子”一样奔波于
大山中，守护着数百亩森林。

退休后主动请缨
55岁当上护林员

7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跟随张小红
一起去巡山。

上午11点不到，缙云山马中顶防火点
的室外温度已近38℃。身着“森林防火”
字样的反光背心、手拿扩音喇叭、腰里挎
着水壶，伴着喇叭里护林防火的循环广
播，张小红开始了当天的例行巡逻。

“越是高温天气，越要保持警惕。”张
小红负责的林区面积超过300亩，大部分
路段都崎岖陡峭，如遇雨天，很容易滑
到。前面，张小红在山道上灵活地迈着步
子，并适时提醒记者注意脚下安全，后面，
记者一行手脚并用勉强能跟上。很难想
象，她已经57岁。

张小红原是北碚区北温泉街道金刚
村的计生专干。2016年退休后，她有次去
街道办事，得知街道辖区的缙云山一护林
员因收入少而辞职了，街道一直没招聘到
人。张小红当即就辞掉了退休后在超市
找到的“新工作”，做起了缙云山马中顶防
火点的护林员。

“护林工作一要靠嘴皮子说，二要靠
脚走，三要靠心中的责任和担当。”巡护的
林区面积大，张小红通常一走就是好几个
小时。生活没有规律，饿了就吃干粮，累
了就坐在林地草坝休息一会儿，林区树木
繁密，手、脸被划伤是常有的事，“每处关
键防火点都要过一遍，排查林间吸烟、使
用明火的人。”

再苦的事也得有人去做
她守护的林区“零火灾”

变化的是四季，不变的是张小红的责
任心。两年多来，张小红在300多亩林区
里踩出了弯弯曲曲近5公里的“护林路”，
以及无数的巡山小道。脸被晒黑了，人也
瘦了，但张小红仍保持着良好的心态：“现

在还能走动，再坚持几年没问题。”
缙云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动植物

资源丰富多样，一旦发生火情，后果不堪
设想。“作为护林员，必须时刻擦亮眼睛、
亮起嗓门。”张小红说，护林员就要守土有
责，杜绝一丝一毫的火灾隐患。

每年春节、清明，别人放假探亲的时
候，张小红都坚守在岗位上，走村串户开
展防火宣传。夏季高温，别人都在避暑、
吹空调，她却要定期上山巡逻，对进山人
员进行登记。

“觉得苦吗？”记者问。
“怎么不苦？但是再苦的事也总得有

人去做。”张小红回答。
去年8月的一天晚上，两辆小汽车开

到幺店子防火点旁，走下几个年轻人旁若
无人地点火抽烟。张小红见状急忙上前
劝阻，对方满嘴酒气不仅不听劝，嘴里还
骂骂咧咧。为避免直接冲突，她全程面带
微笑耐心劝导，“可能被我唠叨得过意不
去了，他们最后还是乖乖地灭掉烟走
了。”

北碚区北温泉街道副主任胡泽鑫说，
两年多来，张小红的责任区内没有发生一
起火灾，在张小红等广大护林队员的宣传
下，当地群众的林区保护意识也日渐提
升，进山使用明火的游客越来越少，共同
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人越来越多。

尽职尽责站好岗
守护青山至老去

除了火灾，盗挖树木、乱砍滥伐和病
虫害也是森林的大敌。

每到春夏时节，缙云山上的竹笋便成
了少部分村民采挖的对象。为制止盗挖
竹笋，张小红下载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
竹类生态资源等方面的宣传资料，做成宣
传单发放给附近村民，还通过扩音器反复
宣传。现在，当地村民上山挖笋、乱砍树
木等不文明现象日渐减少，还有不少村民
主动加入到宣传队伍中来，呼吁大家保护
山里的竹木。

春夏时节也是树木病虫害高发期，因
此，除巡山外，张小红还要留心林区是否
出现松材线虫、松褐天牛等病虫害。一旦
发现情况，她就第一时间联系森防人员，
为科学防治病虫害提供帮助。

随着气温一天天升高，护林工作也进
入了关键期。为确保辖区森林安全，张小
红每天汗流浃背，穿梭于大山密林中。“我
没多少文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保护
绿水青山很重要。”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张
小红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是我们
赖以生存的土地，不能有一点损失，我愿
意在这个岗位上默默守护身后的缙云山，
直到慢慢老去。”

北碚北温泉街道女护林员：

“愿默默守护缙云山，直到老去！”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实习生 张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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