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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江津区石蟆镇东溪村民间
河长李泽勇又和往常一样，来到长江边
巡河。

他所到的东溪村沙坝（小地名）江
岸，过去是非法采砂的重灾区。非法采
砂船多是趁夜而来，不开灯、不下锚，与
水上行政执法部门“躲猫猫”。此外，还
有不少电捕渔船趁夜疯狂电鱼牟取暴
利，以致长江沙坝段一度鱼虾难寻。

然而，李泽勇这天却欣喜地看到：过
去被采砂船“占领”的江岸已重新长出了
杂草，水中也有了癞蛤蟆和螃蟹的身影。

沙坝江岸的变化，源自河长们的共
同守护。石蟆镇是长江入渝第一镇，又
地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肩负着保护长江流域生态平
衡和生物多样性的重任。从去年起，当
地成立了一支由镇、村两级河长及民间
河长196人组成的护河队伍，共同守护
长江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民间河长，守护长江的“哨兵”

奔腾的长江从西往东，从四川省合
江县流入石蟆镇，境内岸线长达38.8公
里，流域面积125.1平方公里，石蟆因此
成为长江入渝第一镇，也是长江流经江
津区沿线镇街中岸线最长的一个镇街。
因此，保护好长江石蟆段生态环境责任
重大。

石蟆镇河长办副主任蒋怀德介绍，
过去，石蟆镇非法采砂和电鱼现象比较
突出，这类行动常在夜间进行，非常隐蔽
和机动。由于监管难，对于非法采砂船
和电捕渔船的打击也十分困难，往往是
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赶到现场时，它
们早已逃之夭夭。

非法采砂和电捕鱼对当地生态环境
造成了严重影响。李泽勇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东溪村沙坝江岸过去是平缓的沙
滩，却因非法采砂船大肆抽砂导致河床
被抽空，江岸后移变成倾斜的陡坡。岸
边过去有不少蜻蜓、癞蛤蟆和螃蟹出没，

后来因电捕鱼产生的强大磁场，使长江
水域中的生物受到灭绝性打击，螃蟹和
癞蛤蟆等水生动物已难觅踪影。

去年5月，我市全面推行河长制，长
江石蟆段设置了镇、村两级河长共25
人。但38.8公里的长江水道，仅仅依靠
25名河长来保护显然不够。为切实保护
好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石蟆镇在该镇19
个行政村（社区）发展了171名民间河长，
每个村（社区）9名，负责巡查在河道两旁
违法建房、违法排污、违法采砂、违法耕
种、非法养殖、违法捕捞等事项，同时负责
河道、江面漂浮物及河岸垃圾清理。

“他们都是沿江居住的村民，长江水
环境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蒋怀
德说，在成为民间河长后，他们就成了守
护长江的“哨兵”。

监控江面，非法采砂船无所遁形

有了这些随时在岸边巡河的“哨
兵”，江岸垃圾有人捡了，江面漂浮物有
人打捞了，更重要的是，在这196双眼睛
的严密“监控”下，过去有着“水上牛皮
癣”之称的非法采砂船几乎无所遁形。

“我们常在江边巡查，一旦发现非法
采砂船便立刻通知镇河长办，协调执法
人员前来查获。”李泽勇说，更重要的是，
他们随时随地巡逻让非法采砂船无法靠
岸停泊抽砂，有效杜绝了非法采砂行为。

“今年，我们就赶走了两艘采砂船。”
李泽勇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最近的一次
是6月1日，那天，村级河长罗理带着李
泽勇、赵雪梅两名民间河长一起巡江，发

现一辆采砂船想在后河（小地名）江岸靠
岸采砂，3人赶忙上前喊话，不准这辆采
砂船停靠。3人追着采砂船长途“奔袭”，
并通知沿线河长在江边蹲守，硬是把采
砂船赶出了东溪村。后来，这条采砂船
还想在石蟆镇其他村靠岸采砂，但在民
间河长的合力制止下，硬是没能靠岸。

非法采砂带来的暴利也直接驱使当
地不少村民参与其中，他们用骡马、农用
车从江边运来淤积的江砂，堆在自家院坝
里，等转运砂石的货车上门收购。6月19
日，重庆日报记者在东溪村沙坝长江沿岸
看到，沿江几乎每个农房院坝里都有几个
尖尖的砂堆。罗理说，过去，这样一个砂
堆能卖上千元。而到江边的一条石子路，
则两侧下陷，中间高出一截，这是被载重
货车经年累月碾压后留下的痕迹。

“民间河长‘上任’后，运送砂石的货
车再也没法进村了。”罗理说，民间河长
们一发现运砂车的踪影，便会第一时间
通知相关部门进行查处，久而久之，货车
再也不敢进村了。村民们堆在门口的砂
石卖不出去，便不再去江岸运砂。

严打电鱼，守护长江上游珍稀鱼类

眼下正值禁渔期，在石蟆，往年这个
时候是电捕鱼高峰期，总有不少人驾驶
着自制的电捕渔船，趁夜疯狂电鱼，所过
之处，周围鱼虾几乎死绝。

蒋怀德称，长江石蟆段地处长江上
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这里分布着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达氏鲟、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胭

脂鱼。此外，水域内还分布着长江上游
特有鱼类33种，重庆市级保护动物12
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就达8
种。电鱼等违法捕捞行为使很多珍贵鱼
类丧失繁殖能力，还会导致水体污染，给
水生态造成严重危害。因此，这段时期，
民间河长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护渔。

塘河是长江一级支流，也是各种长
江鱼类洄游产卵的场所，当地不少村民
用简单的设备便能自制电捕捞工具，成
本低收益高。“我们挨家挨户宣传非法捕
捞的危害，是违法行为，可没什么用。”郭
坪村村级河长、村党委书记罗江富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但事情却在去年6月17
日有了转机。当天晚上9点多，郭坪村
两名村民驾驶自制船只到塘河（长江支
流）电鱼，夜间闪烁的头灯引起一位民间
河长的注意，他悄悄来到河边确认后，第
一时间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将这两名
电鱼者抓获。

这起案件让不少电鱼者不敢再下河
电鱼，但河长们却并未因此放松对长江的
守护，仍然每天巡河巡江，因为电捕渔船
体积小、移动快，不及时发现便很难抓获。

果然，依然有人铤而走险。今年3月
中旬的一天，关溪村一名民间河长在夜间
巡河时，发现3人驾驶着橡皮船在长江上
电鱼，便立刻通知了村级河长胡于文，胡
于文赶紧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将3人抓
获，目前此案已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江津区石蟆镇：

196名河长守护38.8公里母亲河
本报记者 龙丹梅

7月7日，2018清凉丰都避暑旅游
季暨太平坝“浪漫七夕”文化旅游活动，
在该县太平坝乡开幕，由此，也开启了丰
都2018高山消夏避暑季。

此次清凉丰都避暑旅游季将持续至
国庆节，在整个避暑旅游季期间，游客可
前往体验太平坝的高山平原、原始牧歌，
南天湖的原始森林、高山湖泊，还有都督
的盐马古道、峡谷奇观，武平的百里花
海、天生太极、湿地露营，暨龙的冷水鱼、
洞藏酒……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活动，
不但展示丰都多点多面的避暑旅游资
源，也意味着丰都连续几年深耕的避暑
旅游经济，由此进入快车道。

卖“凉”成为新产业

“我们的苗寨历史久远，房屋全部是
纯实木结构的，我就利用这个资源优势
开办农家乐，一到夏天，几乎天天客满，
收入不错。”丰都县都督乡都督社区二组
居民刘航飞说。

和刘航飞一样，卖“凉”已经成为丰
都县几十个乡镇村民的共同做法。

这首先得益于这些乡镇所处的优越
的自然条件，平均海拔约1500米，年平
均气温20℃，而且植被繁茂，森林密布，
周围没有污染，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水
质纯净，特别适合避暑度假。

其次，得益于该县近年来按照要打
响避暑目的地品牌，实施好休闲避暑康
养旅游升级工程，把宝贵的“凉”资源变
成优质的“热”产业的要求，及时出台了
《关于适应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要求
全力打造丰都旅游业升级版的实施意
见》文件，将避暑季活动作为打造丰都全
域旅游品牌推广升级版的重要内容。

实施意见特别提出了对避暑康养旅
游经济采取的支持举措、发展方向，这些
政策性支持从政府层面，为把“凉”资源
变成“热”产业，吹响了行动集结号。

充分发挥农旅结合的叠加效应

“这里不但清爽宜人，而且有桃子、
李子、糯包谷等特产，还有好吃的农家菜
和川东民居特色的楼房，在这里过夏天
安逸得很，县城的同学亲戚，每到夏天，
都要托我找房子。”丰都县太平坝乡党委
宣传委员张晓斌说。

事实上，近年来，丰都的避暑经济加
上农业观光和旅游，融合在一起，产生了

很好的叠加效应。
该县江池镇猕猴桃成熟时，吸引了

不少游客前往采摘，去年，游客采摘的数
量占总产量的30%左右，部分游客还直
接下订单，等猕猴桃上市时直接网购。
今年，江池镇已在南洋、江洋、徐坪、双仙
等多个村种植猕猴桃8000余亩，可带动
4000余户农户实现不同程度增收。

由于猕猴桃营养丰富，价格较高，经
济效益显著，目前，丰都已在江池、包鸾、
十直等8个乡镇规模种植猕猴桃并建立
基地，种植面积1万多亩，覆盖17个贫困
村，近400户贫困户可从中受益。

“种植黑花生效益很好，我今年种植
5亩，政府又有化肥、种子、薄膜、农药、除
草剂等一系列的补助。”青龙乡黄岭村村
民李术全说。

据介绍，黑花生也是该乡农户增收
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通过近几年来的

示范带动，目前种植面积4000余亩，全
乡村村种植黑花生，涉及农户2500户。

此外，仙女湖等乡镇的核桃、青龙乡
的黑花生、龙孔镇的铁花生，都成为游客
的抢手货。

以创新推动旅游产品的升级换代

“太好耍了，娃娃都不想回去了”。7
日，来自主城渝北区的刘女士，带着上初
中的孩子，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丰都
参加避暑活动。没想到有这么好玩，漂
流、彩跑、大绳比赛、拳王大战、水球大战
等系列活动，非常有趣。

其实，这一切，得益于丰都县的旅游
产品创新行动。这几年来，通过避暑旅
游季活动的开展，“梦幻太平·浪漫七夕”

“大唐都督·盐马古道”“悠然雪玉山·康
养武平”“我漂暨龙·冷泉美食”“蓝天森

林·羊肉美食”等旅游文化活动，以及康
养横梁等特色避暑旅游活动品牌已比较
成型，各活动举办单位围绕“清凉丰都
——要哪一度给哪一度”，推出创新举
措，坚持“以主题为核心、以季度时间为
统揽、以周末活动为节点、以每日农事体
验或广场活动为常态”，全面构建“避暑康
养+活动娱乐+农事体验+农产品销售+避
暑房销售+招商引资”的综合平台。

目前，丰都各乡镇、景区正紧扣高山
避暑旅游活动，形成互动、线路串联、游
客互送，让游客在避暑季不虚此行。

“要哪一度给哪一度”

丰都避暑游把“凉”资源变成“热”产业
本报记者 蔡正奋

近日，牛滴路滨江步道，环卫工人正在清淤。受上游强降雨影响，两江
水位持续上涨，造成两江沿岸部分地段被淹。7月6日至7日，洪水渐退，被
淹数日的朝天门180观景平台、牛滴路滨江步道和大溪沟下河街等区域的
淤泥沉积足有七八厘米厚。中渝环卫公司迅速组织人员、调配车辆清淤。
共计出动人员约245人次，清理面积约1.2万平方米，清理淤泥约450余吨，
使被淹地段恢复了干净整洁。

记者 谢智强 通讯员 钟灵旭 摄

洪水渐退清淤忙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在俄
罗斯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之时，
7月8日，2018“东风风光杯”重庆
新闻界足球联赛在重庆电力高等专
科学校拉开帷幕。

本次比赛由重庆市体育记者协
会、重庆市足球协会共同主办，九龙
坡区足球协会等单位承办，东风小

康汽车有限公司全程冠名。比赛采
用八人制赛制，分为小组积分赛和
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本次比赛共
吸引了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华龙
网、重庆晚报、重庆晨报等新闻媒体
组队参赛。从即日起到7月22日，
参赛球队在以球会友的同时，也将
为最后的冠军展开激烈角逐。

2018重庆新闻界足球联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谭诗雨）日前，教育部在成都召开新
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高校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受到社会关
注。一份来自权威机构的统计名单显
示，历年来共5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
科毕业于在渝高校，我市部分非“双一
流”高校表现不俗。

这份统计名单来自国内一权威高等
教育信息服务机构，该名单梳理了自
1998年教育部启动“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以来、至2017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公示名单的人选，并针对该计划里

“特聘教授”学者的本科毕业院校进行了
统计整理。

业内普遍认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等知名学者的培养数量，可一定程度反
映高校的本科教育水平。

从统计结果来看，历年来我国共有
2298人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其中
2017年度为公示人数），共来自306所高
校（被合并的高校纳入合并后的高校统
计）。其中本科毕业于教育部去年公布
的“双一流”大学或学科建设高校的共有
1723人，占比约75%。

从历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科毕业
院校的统计数来看，本科毕业于北京大
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清华大学等知
名高校的人数较多。这些高校位列名单
中的前10名。

我市重庆大学和西南大学位列该名
单的前30。其中，本科毕业于重庆大学
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有19人，位居全国
第25位；毕业于西南大学的有17人，位
居全国第28位。毕业于重庆大学的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土木工程、材料科学

等工科学者居多；毕业于西南大学的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不少以研究文学、历史
学等见长，如王本朝、何宗美等人，在中
国现当代文学或明代文学研究方面，颇
有建树。

部分非“双一流”高校表现也相当不
错。名单显示，在渝高校中，本科毕业于
陆军军医大学校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共
7名；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有4名；毕
业于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的各2
名；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的有1名。

“我1993年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路
桥专业，正是母校本科阶段的培养，让我
拥有扎实的知识体系、严谨的治学方式
和创新的思维能力。”入选2015年度“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重庆交通
大学教授周建庭表示。

重庆医科大学相关负责人则表示，

该校除1978级本科校友向荣（现任南开
大学医学院院长）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外，还有2名本科毕业于该校的长江学
者讲座教授，如今分别在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

历年长江学者毕业于哪些学校？

5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都在重庆读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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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
7月8日，由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
和重庆图书馆联合主办的“超越职
责——‘国际义人’中的外交官”主
题历史展在重庆图书馆举行。展览
用43块展板，展出了21个国家36
个正义外交官的故事，以铭记二战
期间法西斯实行的“犹太人大屠杀”
的历史。

据了解，在“犹太人大屠杀”期
间，有极少数外交官秉持勇气给犹
太人颁发签证，为他们打开了生命
的大门。为铭记“犹太人大屠杀”历
史，Yad Vashem（世界犹太人大
屠杀纪念中心）为那些冒着生命危
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授予“国
际义人”称号，其中就包括外交官这
一群体。此次展览致敬的36位外
交官便是这个群体的代表。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36
位外交官中，有一个中国人非常熟
悉的名字——何凤山。据介绍，
1938至1940年何凤山任中国驻维
也纳总领事期间，向奥地利犹太人
发放数千份“生命签证”。2000年，
何凤山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他也
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其实很多
被他救过的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表示，父亲等人
所做之事，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光辉。

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说，重庆
图书馆建馆伊始就以收藏二战文献
为办馆宗旨，并致力于国际间的文
化传播和交流。“希望重庆市民通过
这个展览，了解‘犹太人大屠杀’中
的这段历史。”他说。

据悉，展览持续至8月8日，市
民可前去免费参观。

“超越职责——‘国际义人’中的外交官”主题历史展举行

有位“中国的辛德勒”名叫何凤山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7
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医师
协会消化内镜医师学术大会上获
悉，在我国，消化道癌的5年生存率
仅36%左右，因为多数消化道癌发
现时已是中晚期。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消化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上海）主任李兆申表示，这与人们
防癌意识薄弱有关。

会上，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
心联盟、中国医镜整合联盟正式成
立，将推进消化道肿瘤筛查、早诊、
早治防控体系的建立。

据了解，消化道癌发病率占所
有癌症的40%。仅以胃癌为例，我
国每年胃癌新发病例67.9万例，死
亡病例49.8万例。

在重庆，消化道癌的发病率在
前六位的癌症中，就有结直肠癌、食
管癌、和胃癌。

“其原因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比如抽烟、喝酒，蔬菜吃得太少等。”
李兆申说，大部分消化道恶性肿瘤
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很多人防癌
意识薄弱，“当身体出现包块、消瘦
等症状，实在受不了再去医院检查
时，已经是晚期了。”

事实上，早期消化道癌经规范
治疗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

“早发现早治疗才是延长胃癌
患者生存期的关键，也是提高我国
消化道肿瘤防治水平的关键。”李兆
申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
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樊代明认为，随
着人工智能的到来，如今只需要吞服
一颗胶囊大小的胃镜，就能对胃部
进行无痛无创无麻醉检查。除胃部
外，新一代磁控胶囊胃镜还能对食
管、小肠进行检查，实现无遗漏筛查。

消化道癌5年生存率仅36%

反映居民防癌意识薄弱

近日，黔江区濯水古镇，参加首届“画城·话城”大型青少年书画展评采
风活动的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当地的青山绿水。

作为我市青少年大型“游学研”公益活动，当日，来自主城的500多名少
年儿童走进濯水古镇，用画笔将当地的青山绿水和民族风情描进心里、绘
到纸上。据介绍，“画城·话城”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吸引了我市近万名青少年参加。活动旨在以“游学研”形式，号
召广大青少年走进乡村、贴近山水，用画笔描绘家乡的山清水秀，用书法

“说”出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青少年描绘青山绿水

小资料>>>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国家
重大人才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包
括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青年学者
三类，于1998年由教育部和李嘉诚
基金会共同启动实施。其与“海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英才
开发计划”等共同构成我国高层次
人才培养支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