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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时隔近两年，重庆日报
记者再次从城口县城出发，沿着沿双公
路前往沿河乡北坡村。

此行路途颇为顺畅。曾经狭窄、坑
洼的公路，如今已变成两车道的硬化
路，沿途加装了防护栏，隧道也加固了，
这令人切实感受到沿河乡这一年多来
在交通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如今我们乡道路已经实现村村
通，产业发展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正向
着‘笋菌之乡’的目标奋力前行！”说起
沿河乡近两年的发展变化，该乡党委书
记吴雪飞语中带笑。

老柏树公路通了

“上次你来的时候老柏树公路刚开
始动工，如今路已经修好，硬化完毕。”
当天，沿河乡党委专职副书记徐声朗带
领记者再次来到了老柏树公路。

与上次只能远远看着不同，这次汽
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直接开上了山。

老柏树是对北坡村五、六、七、八社
的通俗称呼，多年来通往这4个社的仅
有一条长3.7公里、宽3米多的骡马道，
村民日常出行全靠两条腿，运输只能靠
骡马。

全长约3.4公里的老柏树公路建
好后。“原来我下山要走两三个小时呢，
现在只用半个小时，快多了！”七社社长
孙益明说，路修好后许多村民都买了
车，农产品交易也更方便了，去年山上
的蜂蜜根本不愁卖。村民康大碧告诉
记者，她家去年养了10头猪，竹笋种植
面积也从8亩增加到了12亩，年收入
达到了1万元以上。

“目前我们已对山上的笋竹、蜜蜂
等产业进行重新规划布局，还准备对原
来的骡马道进行维修，形成一条环线，
今后发展乡村旅游。”徐声朗说。

“笋菌之乡”现雏形

除了北坡村，如今整个沿河乡都实
现了道路畅通，村民小组通达率达到
95%。交通的便利，让开着小货车到各
村销售蔬菜、水果、衣服的“跑跑匠”越
来越多，当地的花菇、竹笋等特色农产
品也被一辆辆货车运出了山外。

“自2017年起，我们便把有前景、
见效快的笋菌产业作为全乡的主导产
业培育。随着交通逐步便利，如今产业
发展越来越有底气了。”在联坪村的一
个花菇种植基地，吴雪飞告诉记者，为

鼓励村民种植花菇，政府给出建一个大
棚补贴3000-5000元的政策，让种植
户建棚几乎不用花钱，如今全乡种植规
模达到50万袋。

“每个大棚可容纳菌包864个，每
包收入6块钱左右。”联坪村四组村民
邓信发说，此前他曾在一金矿当炮工，
2016年被诊断出患上了矽肺病，不能
干重活，就此成为了贫困户。前年村里
发展花菇产业，想到种花菇不需要很强
的劳动力，且经济价值可观，头脑灵活
的他便建了4个棚，当年纯收入就达到
2万元，成功脱了贫。

不仅如此，邓信发还在家门口建了
一个烘干厂。“花菇、竹笋烘干需求大，
我拿政府补贴的9万块钱建了厂房，买
了两台烘干机，生意好得很！”邓信发告
诉记者，去年他还通过无息贷款贷到
20万元，与另外4位村民合伙办了花
菇种植合作社，对于今后的发展充满期
待。

吴雪飞说，加上当地2万亩可利
用的野生笋竹资源，如今沿河“笋菌之
乡”的雏形已现，今后的目标是发展笋
竹基地4万亩，花菇大棚500个，此外
还将建立1万吨级的笋菌加工厂，让
更多村民切实从产业发展中长期稳定
获益。

山货“触网”

除笋菌外，沿河还有杂粮、中药材、
山地鸡、中蜂等特色产业。近年来为促
进农产品销售，该乡大力发展电商，成
立乡村两级电商服务站，推动农产品

“触网”。
走进乡级服务站——秦巴韵生活

馆，印着“城口提绳儿”的袋装产品十分
醒目，打开袋子，里面装着蜂蜜、笋干、香
菇等好几种农产品。“‘提绳儿’是我们这
里的方言，以前我们走亲访友时都把土
特产用绳子捆在一起提着去，由此得
名。”服务站的负责人说，如今他们把方
言文化融入电商销售之中，很受消费者
欢迎，许多曾经不起眼的农产品都卖出
了好价钱，实实在在帮助村民增了收。

在红岩村村级电商服务站，记者看
到店内几个大货柜已被腊肉、岩耳、花
生等各类农产品堆满，负责人王辉正在
一旁忙着装包裹、填快递单。

曾经在外打工的王辉，偶然间通过
朋友圈卖自家的腊肉发现家乡的农产
品很受欢迎，于是返乡成立村级电商服
务站，四处收购农户家的“土货”，在自
己盈利的同时帮助农户解决销售难题。

“现在的生活很充实，也很有成就
感。”王辉说，去年她通过电商平台帮助
村民卖出70万元的农产品，被村民亲
切地称为“辉姑娘”。

城口沿河乡

道路村村通 产业红火火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原来的铁路设备
逐渐老化，钢结构腐蚀
比较严重，维护的成本
比较高，不宜继续使用，
再加上线路运输能力已
达饱和，故白沙沱长江
大桥正式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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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白沙沱长江大桥正式“退役”，当天，列车从大桥经过。 记者 罗斌 摄

签约项目40个，协议总投资156亿
元，预计年产值达400亿元；开工重点
项目16个，总投资93亿元……今年一
季度，巴南区迎来“开门红”。

从中德几何人工智能项目动工，到
国药器械重庆研究院布局；从平山矿山
扩能项目转型升级，到芸峰药业药品签
约……一批批“瞪羚企业”（指成长性
好、具有跳跃式发展态势的高新技术企
业）纷纷扎堆巴南，推动巴南工业经济
走向动能新旧转换、多点支撑、持续有
力的新状态。

逐鹿万亿级市场
国际生物城驶入快车道

数据显示，全球生物药品销售额以
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我国预计

到2020年医药行业营收规模将达到
7.63万亿元，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巴南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经济动向，
迅速抢占发展风口。“一季度，在全区签
约的40个项目中，国际生物城就占12
个。”巴南区相关负责人说，目前生物城

已累计引进医药企业50余家，投资总
额超350亿元，产值达到近700亿元，包
括投资额130亿元的智睿生物、全球最
大眼药水企业日本参天、全球抗癌药巨
头美国Athenex等，形成了我市产业聚
集度最高、门类齐全、要素完整的生物

医药产业聚集区。
除产业规模大，多个项目还填补了

国内外空白。如宸安生物研发的系列长
效胰岛素，最长可以打一针管一周，将大
幅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用
药成本。目前首个长效胰岛素产品已取
得临床批件，是我市取得的第一个胰岛
素一类新药临床批件。美国Athenex
公司紫杉醇胶囊已成为国内首个取得临
床批件的口服紫杉醇制剂产品。

“伴随一个个大手笔项目的落户，
国际生物城的发展底气更足。”该负责
人称，今年，巴南更把国际生物城建设
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生
物药、医疗器械、化学药、现代中药、医
学智能装备等七大产业为支柱，构建

“三层七柱”产业体系，打造全球重要的
生产制造、研发孵化、创新成果转化、医
药贸易中心，使重庆成为全球重要的生
物产业智造高地和生产制造中心。

突出“三城”建设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如果说布局国际生物城是抢占
风口，突出南部新城、高等职业技术

教育城建设，则使巴南积极融入全市
战略布局，壮大智能产业规模，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
新动能。

南部新城由鹿角新城、巴南经济园
区界石组团、重庆公路物流基地三大功
能及产业板块组成。其中，巴南经济园
区界石组团，以惠科金渝液晶面板8.6
代线为龙头，集聚形成惠科金扬整机项
目、颖扬光学膜、日本旭硝子、美国空气
化工、新康意新材料、渝惠科技液晶显
示模组等上下游产业链，打造500亿级
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城以重庆高职
城、云计算产业园为依托，聚集重庆理
工大学、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重庆
工商大学融智学院等7所院校，布局
华为 ICT学院、重庆联通南部通信枢
纽楼等大数据中心、数字经济产业空
间和创新孵化平台。按照“开放融合、
智慧智能、科技生态、空间一体”的思
路，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彰显科教联
动优势，建设富有创新创业活力的教
育城。

去年，巴南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781.2亿元，增长7.1%，增速居主城九区

第2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27.6%，
增速全市第一。“三城”的快速崛起，为
巴南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抓实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
“村兴”“城靓”相得益彰

突出“三城”建设，巴南下了一手好
棋。而抓好乡村振兴、城市提升两大基
本面，让“乡村兴”“城市靓”共存共美、
相得益彰，则是巴南推进全域协调发
展，努力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
务实之举。

据悉，今年，巴南将凝心聚力兴
“三农”，巩固深化农村“三变”“三权分
置”改革，协调推进“五个振兴”。围绕
现代农业四大特色产业，提升拓展品
牌茶叶、“稻+N”、四季鲜果和生态渔业
等4个万亩基地。大力推进农旅融合
十大项目，加快建设五彩丰盛等七大
项目区、“共享农庄”民宿群等三大项
目群。

做优做精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完
成南部新城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高
标准布局建设教育、医疗及文化服务
等项目。大力实施城市提升行动计
划，推进“街净巷洁、路平桥安、城绿山
清、灯明景靓、江清水畅、治乱拆违、整
墙修面”七大工程，统筹推进老城区升
级改造等。

今年，巴南将努力实现规上工业总产
值增长5%左右；工业利润增长5%；战略
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200亿元以上，产值
增长10％，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6%左
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

古老水驿，正在崛起一座未来之
城。

建设南部新城、国际生物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城，打造特色农业万亩基地——

巴南产业换挡提速“油门”轰鸣
本报记者 韩毅

4月23日17点42分，一辆遵义至
重庆的5630次列车从白沙沱长江大桥
上呼啸而过。这是白沙沱长江大桥上
驶过的最后一趟列车。

服役了 59 年的川黔铁路第一
桥——白沙沱长江大桥从此正式“退
役”。

就在白沙沱长江大桥下游100米
处，重庆日报记者看到了新建的白沙
沱长江大桥，这座美观、大气的钢桁梁
斜拉桥，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它将从
老桥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为沿线
经济发展、旅客出行服务。

邓小平亲自过问选址

建成于1959年的白沙沱长江大
桥，确实日渐“苍老”。记者在桥上看
到，大桥的铁轨、栏杆等已锈迹斑斑，
从钢筋水泥板铺成的人行道缝隙中，
记者可以看到江水奔流而过。

百米外的新桥，不时有动车飞驰
而过，站在老桥上，记者都能感受到震
动。

“小伙子不要担心，大桥结实得
很。”当年大桥的建设者、今年已年过
80的孙贻荪老人迎面走过来，拍了拍
记者的肩膀。得知白沙沱长江大桥要

“退役”，十几名当年的建桥工人从全
国各地相约重庆送别大桥。

老人给记者聊起了当年的故事。
1952 年 7 月 1日，被称为“新中

国首条钢铁大动脉”的成渝铁路建
成并全线通车。邓小平在西南局召
开的一次会议上发出号令：“成渝铁
路修好了，我们还应当修一座大桥
把成渝铁路和川黔铁路连接起来，
让四川到重庆的这段长江天堑也变
通途！”

孙贻荪回忆，白沙沱长江大桥修
建前，由于长江天堑的阻隔，从川渝运
往滇黔桂等地的大批物资，到了铜罐
驿火车站后，还得由人工搬运到冬笋
坝长江北岸，装上轮渡横过长江，至南
岸猫儿沱港务局码头后，再用人力或
绞车拖上岸，通过几番转运，方能装载
到川黔线赶水段的火车上。

而从南面各省运到川渝的大量物
资，也得在猫儿沱港口下货，用船渡过
长江，再通过冬笋坝码头，转装到停靠
在铜罐驿火车站的一辆辆货车上。

“这在当时属于超大型施工，建国
之初、百废待兴，修建这样一座大桥施
工的难度和过程之艰难，可想而知。”
孙贻荪说，“为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

发展，可见国家下了多大的决心”。
1953年，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

专家经过慎重选址，几经商定后，把重
庆的首座长江大桥位置确定在一江相
隔的巴县小南海白沙沱和江津县珞璜
镇。

建设中克服重重困难

白沙沱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后，在
政府的号召下，一群十七八岁的少年，
打着铺盖卷、提起脸盆相聚重庆。

孙贻荪就是其中之一。此前，他
刚刚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到过上甘
岭。

“大桥的修建过程可以说是在黑
暗中摸索前行，是靠着大家不分白天
黑夜地干出来的。”工作伊始，孙贻荪
和同事们就遇到一个难题。成渝铁
路和白沙沱大桥，立体交叉，落差很
大，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高度问题？

工程人员也是开了“脑洞”，修展
线盘旋而上，逐渐升高，抵达桥头。“这
样的设计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
在当时可谓是创举，是从詹天佑的京
张铁路，采用长度换高度的人字形线
路设计中，受到的启发。”孙贻荪告诉
记者。

“当时我们每天两班倒负责一个
桥墩的施工，早上 6 点干到晚上 6
点”。孙贻荪表示，生活条件也十分艰
苦，白米饭供应不够，有时候要靠包谷
渣子饭充饥。

后来，工程部的负责人找了时任
重庆相关领导，从原重庆罐头食品总
厂特批了1000个罐头给修桥工人，解
决了粮食的供应问题。

雷飞良也是1958年就参与了桥梁

建设，他主要负责安装桥梁枕木。“那
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设备，都是靠
双手架设枕木，上紧螺丝。”雷飞良说，
自己第一次上桥时，面对脚下滔滔的
江水，心里有点“虚”，“从高处往下看，
船小得很！”

秦自忠是电工，负责铺设桥面的
电缆。缺人手的时候，他也干过划线
工。秦自忠说，桥身是由钢结构拼装
而成，划完线还要焊接工焊接。钢板
有厚有薄，他有时需要爬上去划线，脚
手架够不着的时候，还得踩着人上去。

“当年，我们在江面上放置了多盏
探照灯。”秦自忠介绍说，平均每两座
桥墩就有8个探照灯环绕，上游4个下
游4个。“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探照灯
把夜空点缀得十分美丽。”

在这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年轻人眼里，修桥铺路也是别样的浪
漫。比如，烧得通红的铆钉，下面的人
要扔给上面的人。如果没有接住，碰
到身体，皮肤会被烫得通红。可那些
在夜空中飞舞的的铆钉就像流星一
样，成了工友们最美好的回忆。

1959年 11月 10日，白沙沱长江
大桥建成通车。第一列头顶彩虹、披
戴红花、车头上挂着毛主席巨幅画像
的火车缓缓从小南海火车站驶出，直
奔大桥。“那一幕，至今深深地烙印在
我的脑海里。”孙贻荪说。

运输能力已达饱和

59年来，白沙沱长江大桥像一个
忠诚的钢铁卫士屹立在长江上游，纹
丝不动，任凭风吹雨打，它始终守护着
一趟趟列车呼啸而过，载着旅客和货
物奔向远方。

如今，大桥为何要“退役”？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工务段负责人表示，老桥“退役”有
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原来的铁路设
备逐渐老化，钢结构腐蚀比较严重，维
护的成本比较高，不宜继续使用。其
次，在渝贵铁路未开通前，重庆至贵阳
的列车主要是通过川黔铁路，每天通
过白沙沱长江大桥列车达34对，其中
客车12对，货车22对，线路利用率达
95%，运输能力已达饱和。

2012年1月，中铁大桥局在既有
川黔线白沙沱长江大桥下游100米处，
开工建设了渝贵铁路新白沙沱长江大
桥，2018年1月25日正式建成通车运
营。

新白沙沱长江大桥是世界上首座
六线铁路钢桁梁斜拉桥，也是世界上
首座双层铁路钢桁梁斜拉桥，取得了8
项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

渝贵铁路开通后，实现了客货列
车分离，除一对5629/5630次慢车通
过川黔铁路以外，所有的客车均已改
道至渝贵铁路。

此次白沙沱长江大桥“退役”后，
新白沙沱长江大桥还将承担川黔铁
路货物列车通行任务。目前大桥分
为上下两层，上层客车线下层货车
线。桥面上层可通行4线客运列车，
设计时速200公里；下层可通行2线
货运列车，设计时速120公里。川黔
铁路货车经珞璜站接入新白沙沱长
江大桥下层货车线，线路跨越小南
海、石场和跳蹬站，直接与陶家场线
路相连。

至于白沙沱大桥“退役”后是否保
留，目前尚无定论。相关部门表示，会
听取多方意见，慎重决定。

服役59年的白沙沱大桥，邓小平曾亲自过问选址情况——

重庆首座长江大桥“退役”
本报记者 崔曜

巴南区重庆公路物流基地，京东“重庆亚洲一号”仓库，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快
递。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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