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届“圆我读书梦”募捐晚会现场

逶迤三塘盖

黔恩和渝湘高速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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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一片文明

的“累土”。

早 在 60 万 年

前，“人猿揖别”后就

有人类祖先活动的

痕迹，红土弯老屋基

洞遗址曾出土大量

的动物群化石和旧

石器，是渝东南旧石

器时代文化的首次

记录，亦是迄今为止

这一区域有远古人

类 活 动 的 唯 一 发

现。由此可见，黔江

文明的历史脉络起

源于旧石器时代。

这其间，既有巴

清炼丹换来丹兴县

的印记，邓芝移豪、

马革裹尸的壮烈，红

薯入黔救荒首义的

壮举，更有国家卫生

区、全国文明城区提

名城区、全国综治

“长安杯”、文旅融合

的现代文明……从

历史中走来，黔江人

民满满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阔步

新时代，清新黔江满

满的新期待、新气

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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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西阳是土生土长的三塘人，在黔
江城区做了10年餐饮。2017年6月，他
结束了10年在外做餐饮的日子，从黔江
城区回到村里，办起了农家乐。

“村里搞旅游开发，感觉回来做有盼
头。”肖西阳说，他将自住的两层房屋简
单装修，腾出多余房间做客房，又做地道
农家菜，收入还不错。

发展旅游带来的变化，老百姓看在
眼里。三塘盖还有40余家村民也和肖
西阳一样，办起了农家乐。

“现在道路不仅村村通，路面还硬化
了，还修建了旅游厕所，网络也实现全覆
盖。”三塘村负责人笑呵呵地说。

三塘盖旅游康养度假区位于黔江区
白土乡境内西南边陲。三塘盖因盖上有
三口塘而得名，是藏身武陵群山的一块

“云上净土”。这里风景独特，资源富集，
空气清新，气候凉爽，平均海拔1420米，
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三塘盖植被丰富，空气清新清凉，但
最令人心醉的还是它的云海以及日出日
落的绝美景色。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从
海拔700米直升至1500米，落差之大，外
加公路外沿陡峭惊险，被当地人称为“天
路”。

三塘盖的村民大多以种植烤烟为
生，随着黔江提出建设“旅游大区”之后，
黔江区全面启动三塘盖旅游康养度假区
建设。不少村民搭上了旅游发展的快
车，享受到了发展旅游的福利。

今年1月14日，黔江区政府与中信
正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正式签约三塘
盖旅游康养度假区项目。项目为集旅
游、康养、运动于一体的国际旅游康养
度假区，规划区面积29平方公里，总投
资120亿元，建设周期8年。其中一期
项目总投资约65亿元，2019年 8月前
开工建设，2023 年 12 月前竣工投运，
并争取同年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

区。计划 2027 年 12 月全部项目竣工
并正式投用，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康养
度假区。

全面启动三塘盖旅游康养度假区建
设，是黔江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和“旅游大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
信集团真情帮扶黔江，按市场化原则开
展全方位合作的首个示范工程。中信集
团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中国唯一的康
养旅游度假区，塑造央企帮扶贫困地区
的典范。

行千里，致广大。黔江正在快速联结
“大都市、大三峡、大武陵”三大国际旅游目
的地，依托武陵山旅游发展联盟，联动渝鄂
湘黔四省市71个县（市、区）大协作大发
展，构建“全域旅游、全景黔江”新格局，开
启“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崭新的黔江篇章。

刘茂娇 罗跃
图片由黔江区委宣传部提供

立体农业

从“金薯”救荒走向全面小康

李自涛，今年34岁，黔江区濯水镇
桐木村二组人，在8岁时患上耳瘤病，先
后进行大小手术4次未能康复。如今他
的左耳已经失聪，经医疗部门鉴定为“听
力一级残疾”。

2013年，李自涛从新疆打工回家后，
在黔江城找了一份送水的工作。一次在
送水途中，他看到很多身穿红色衣服的志
愿者在为身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刘于募
捐，他将刚收到的200元桶装水钱投进了
募捐箱。从那次募捐后，他不断从自己微
薄的工资里挤钱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还
上门去找一些私人企业募捐。

李自涛一天能送出50余桶水，冬天
只能送20余桶水，送一桶水有3元的收
入，他坚持每送一桶水抽出1元钱资助
需要帮助的人。

2016年，李自涛组建了“黔江区李
三爱心服务大队”。在爱心群中，有送水
工、建筑工，有进城送学生读书的家长，
以及餐饮、美容美发、汽车美容、维修等
行业的个体老板。这些爱心人士都是李
自涛通过送水认识的，在爱心团队的帮
助下，不少孩子渡过了难关，不少家庭走
出了困境。

无独有偶。在黔江，像李自涛这样
乐于助人、十分暖心的“小故事”很多。

“大意司机”忘记补钱全城搜寻“粗心乘
客”，社会爱心人士为严重烧伤的孩子捐
款送物，夫妻坚守12年为332名留守儿
童当代理家长……“小故事”彰显“大文
明”，让每一位黔江人都备感温馨、温暖。

黔城有爱，温暖如斯。2018年8月
21日晚，第十二届“圆我读书梦”感恩募
捐晚会如期倾情上演。12届，共募集社
会资金3000余万元，汇入其它助学平
台，资助（奖励）了渝东南黔江、武隆、彭
水、酉阳、秀山、石柱6个区县和湖北省
咸丰县的贫困（优秀）学生8800余人，帮
众多贫困学子圆了读书梦。

近年来，黔江区委、区政府将创国家
卫生区、创全国文明城区作为惠及民生、
为民造福的重要抓手，不断改善人居环
境、创新城市治理方式、提升城市文明水
平、增强群众幸福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新的“源头活水”。同时，深挖“文
明源”，传承文明和谐新风，让文明和谐
风吹进千家万户，营造了文明和谐稳定
的干事创业氛围。

城南街道山台山社区是黔江区唯一

以商业居住小区为单位建立的社区。过
去，这里的社会治理是一个“盲区”。自
从街道党工委跨界切割创新成立社区党
委以来，推行党组织“两进”——党支部
进小区、党小组进楼宇，把服务端口前
移；探索“党建引领、法治保障、创建促
进、乐和共践”的社会治理方式，促成山
台山社区由“乱”到“治”。

这只是黔江区持续推进“平安黔江”
建设的一个缩影。

2017年7月14日，黔江区被全国爱
卫办正式命名为“国家卫生区”；2017年
秋，黔江区连续第四次被评为“全国平安
建设先进区”，再捧全国综治最高奖——

“长安杯”；2018年2月，黔江区获得“全
国文明城区提名城区”；同时，黔江还成
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全国
青少年普法教育示范区和重庆市社区教
育示范区，正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区……

一座城市有了干净的“面子”，一域
发展有了内动的“里子”，百姓也就过上
了好日子。

市民说，黔江变了！游客说，黔江美
了！

从“爱心”服务建构文明和谐

从边陲高盖开启文旅未来

清新
黔江

奋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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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扎根”黔江250年，正好见证
了黔江从饥荒、贫穷到温饱再到小康的
过程。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黔
江遭遇了罕见的自然灾害。

县令翁若梅赶紧开仓放粮赈济灾
民，又自掏腰包到重庆一带购买粮食。
但是受灾的人多，库存的粮食少，根本满
足不了灾民的需求。

翁若梅陷入深深的忧虑。要缓解灾
荒，单靠赈济是没用的，还得向土地要粮
食——藏粮于地。他一边想办法抗灾救
灾，一边四处写信向自己的老乡和同僚
们求助。

这年9月，翁若梅在福建的老朋友
陈世元寄来一本《金薯传习录》。这本书
记录了红薯引入中国的过程，详细讲解
了红薯的生长习性和种植方法。翁若梅
读完，喜得手舞足蹈。

翁若梅亲自誊写了很多份《金薯传
习录》，发给各乡里，又派人四处搜购薯
苗。

第二年，试种的红薯大获丰收。翁
若梅又一次喜得手舞足蹈，马上下令全
县推广种植。从而，黔江灾情得到根本
性解决。

细考起来，1593年，福建长乐人陈

振龙从菲律宾带回薯苗，试种成功。由
于解决了福建粮荒，因此红薯被称为“金
薯”。

1770年，翁若梅将红薯引入黔江试
种成功，并经由武陵山区逐渐向四川盆
地、云贵高原等地传播推广。

红薯种植的大面积推广，缓解了天
下粮荒，被称作“救荒第一义”。

其实，真正的救荒第一义是先民们
敢为天下先、勇于尝试的胆识。近年来，
黔江人继承这样的品格，大胆探索农业
发展、产业振兴、产业脱贫之策，形成了
猕猴桃、脆红李、羊肚菌、中药材、桑烟猪
等骨干产业，走上了山地“立体农业”发
展之路。

今天，黔江已经告别“红薯洋芋包谷
粑”的贫穷岁月，红薯卸下了它作为山区
人民主粮的历史使命，却也焕发了新的
生命：红薯产业链条延伸成为武陵山区
脱贫产业之一，红薯变成了养殖业的主
要原料，增加了附加值，苕粉、苕尖、苕干
等商品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

“金薯入黔”，本质上就是“开放和引
进”的雏形。黔江人深知，封闭没有出路，
开放才能发展。于是，黔江坚持交通先
行，打通“大动脉”，基本实现了铁路、高速
公路和机场等对外快速联结的目标。

当前，黔江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强
区”建设。统筹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发展现代山地特色
经济，升级“3+X”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做
优做强“6+1”工业集群；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努力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加快创建
市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大数据智能
化引领，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加快建成武陵山片区对外
开放高地。

大力推进“城市靓区”建设。统筹推
进城市提升行动，在建成国家卫生区、全
国文明城区提名城区、再捧“长安杯”基
础上，努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升城乡
居民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大力推进“旅游大区”建设。统筹推
进“城乡景”融合发展，抓好乡村振兴和
城市提升两个基本面，按照“一城主导、
一江拉动、一点引爆、全域发展”的思路，
用好“中国最具魅力宜居宜业宜游城市”

“绿色中国·杰出绿色生态城市”“中国清
新清凉峡谷城”“中国森林氧吧”等品牌，
提速打造“2个5A+10个4A”景区方阵
……

黔江，阔步奋进在小康之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