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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巫溪，稍微上点年纪的，都晓
得巫盐古道和盐背子的故事。”巫溪县
民间文艺与民俗文化协会会长佘平介
绍，巫盐古道北门沟至剪刀峰段，曾是
巫盐古道最繁华的一段，无数盐商和
盐背子都曾在这条古道上留下自己的
身影。

那样的日子，早已随着宁厂盐泉
的衰落而远去，但由北门沟出发至剪
刀峰的这段巫盐古道，却在2017年年
底复建完成，并逐步完善。记者在现
场看到，这条复建的巫盐古道，沿大宁
河河畔的崖壁蜿蜒前行，全长6.2公
里，平均宽度约为1米。

此外，今年4月，巫溪还复建完成
了宁厂古镇至灵巫洞的1.9公里巫盐
古道。

为什么要复建巫盐古道？巫溪县

文旅委规划发展科科长张文鹏一语道
破：巫盐古道的历史人文资源丰富，通
过复建，可以将这些资源串珠成链，深
入挖掘其传统文化内涵，延续城市历
史文脉。

如今，位于大宁河畔、总长8.1公
里的巫盐古道，已经成了巫溪当地居
民茶余饭后散步休闲的好去处。张文
鹏介绍，北门沟附近的巫盐古道，因为
离城区较近，每天傍晚时分都会有很
多居民到此散步；每到周末，不少居民
和游人会从北门沟出发步行至6.2公
里外的剪刀峰游玩，全程约需3个小
时。

徜徉在步道上，脚下是滔滔大宁
河水，沿途不仅能够领略九层楼、威尔
逊拍摄遗址和剪刀峰等景点，还能体
验当年盐背子负重百多斤蹒跚前行的

艰险。为了方便人们游览和了解巫盐
古道，巫溪相关部门还在步道上安置
了石制板凳，并配有介绍巫盐古道历
史的碑刻或宣传画。

“这条古道之下，临近大宁河河面
的位置，还有一排整齐的石孔。”张文
鹏介绍，这些石孔，多呈四方形，孔径
20厘米见方，孔深30厘米至50厘米
左右，沿着后溪河向大宁河延伸。

“这些石孔，就是大宁河古栈道的
遗迹。”张文鹏介绍，不仅是大宁古城
以下的主河道，大宁河北上的各条支
流都有类似的栈道孔，东接湖北竹溪，
北连陕西镇坪，西通城口，形成了总长
达数千公里的古栈道网。在巫溪境
内，它以宁厂盐场为源头，至后溪河口
转而进大宁河后，分别沿大宁河北上、
南下，分成北上段和南下段。

不少巫溪当地学者认为，大宁
河栈道的修建应与秦汉时期大开巴
蜀之道相关，中国古代只有秦汉时
期大规模修建过栈道，而且大宁河
栈道孔约为23厘米见方的尺寸也与
秦汉时期一尺的长度相当。其建造
的主要动机应该是为了解决运盐的
问题。

今天，古栈道早已腐朽在历史的
尘埃里，那些栈道孔有许多甚至成了
鸟儿的巢穴，但行走在复建后的巫盐
古道上，人们依然可以从那成千上万
的栈道孔中，窥见宁厂古镇曾经的盛
世繁华。

“宁厂古镇至灵巫洞段的步道，坡
度较为平缓，更适合老人和小孩步行
游玩。”张文鹏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虽
然才建成不久，但这段步道每到周末
都是游人如织。在这里，不仅能欣赏
大宁河两岸的美丽风光，沿途还有许
多野花野果，重庆日报记者在此体验
时，就采摘了一些野生桑椹，香甜的味
道令人回味无穷。

8.1公里巫盐古道 窥见宁厂古镇曾经的盛世繁华

巫溪山城步道：古镇历史风景一道牵
本报记者 张红梅 陈维灯

本报讯 （记者 周雨）5月31日，
在“2019 中国·江津花椒贸洽会”
上，江津区人民政府与重庆市全兴
药品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双
方将共同建设“江津先锋国际花椒产
业城”，打造以花椒为核心，集农产品
生产、加工、销售和科研等于一体的
现代化百亿级产业城，项目投资逾
18亿元。

重庆市全兴药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药品销售、资产管理、地产开
发、商业运营、产业投资、商贸流通、
农业生产等于一体的多元化企业。
据了解，由该公司投资的该产业城
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占地约601
亩，分三期建设。一期建成江津花
椒产地市场。二期建成全国花椒交
易市场、加工中心，初步建成辐射渝
川黔的农资、农机市场。三期建成
以花椒为主的调味品交易市场，仓
储、产权为支撑的金融投资市场，全
面建成辐射渝川黔的农资、农机市
场。

“该项目不仅仅是建设花椒产销
市场，还要打造一个集大数据、单品
期货交易、品牌运营等于一体的全

国花椒集散中心。”全兴药品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张雄伟介绍，公司将
依托江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花椒产
业优势，打造实现农产品现货及产
权交易、物流仓储、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农资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交易市
场，并配套质检、商贸、金融、科研、培
训、苗繁、技术、会务、农旅、商务及生
活设施，形成产值达百亿元级的综合
性国际花椒产业城。

江津现有花椒种植面积53.5万
亩，全区有61万椒农从事花椒产业，
预计2019年鲜椒产量28万吨，产值
32亿元。近年来，江津区不断强化
花椒质量监管，加快打造花椒全产业
链，已开发应用于医药、工业、保健等
领域的 20 多种花椒系列产品。
2018年，中国品牌研究中心评估江
津花椒品牌价值达18.12亿元。

据悉，本次在江津花椒成熟采摘
期召开的2019中国·江津花椒贸洽
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
行业专家、中国花椒之乡代表、花椒
客商和企业代表参加。仅5月31日
开幕当天，就签订了江津花椒购销合
同达1.2亿元。

百亿级国际花椒产业城项目签约落户

江津打造全国花椒集散中心

近日一早，綦江区赶水镇太公村
党总支书记杨文双走进村民谢仁超
家院子。谢仁超两口子正在给生猪
配饲料。“杨书记，我刚进了第二批猪
苗，30多只。你们的新计划起来了，
莫忘了我哦！”谢仁超抹了一把额头
上的汗，大声说。

“没问题，我今天来，就是统计农
户们的货源情况的。”杨文双翻开本
子做记录。

谢仁超曾是太公村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去年在村里帮助下养猪20
几头，听说村里今年要上新计划，他
打算再养60头猪。

她从一起矛盾调解中
找到产业路

谢仁超心心念念的“新计划”，正
是杨文双和村干部们今年以来紧锣
密鼓筹备的大事。

原来，去年，太公村临近的高速
路赶水停车区工作人员找到杨文
双，反映有村民在停车区卖蔬菜水
果，影响停车区管理，通知村里去处
理。

杨文双到现场了解情况，却感
到很难根治这个问题，村民们在她
的劝阻下撤离，没过几天又挑着
担子来了。“他们的蔬果需要销
路，而在停车区卖出的价格又高那么
一些。”

几番与停车区的业主公司——
重庆市浙嘉贸易有限公司打交道，杨
文双发现，这家公司旗下在高速路沿
线有几十家服务区和停车区。既然
旅客欢迎村里的新鲜蔬果，何不建立
统一的供货平台，把村里的特色农产
品集中销售出去？

“我们的想法是，引进资金成立
公司，清单式采购农产品，聘请专人
对农户进行指导、登记、安全检验，未
来还要打出品牌、统一包装。”杨文双
兴奋地连熬几个通宵写下“计划书”，
与浙嘉公司高层反复沟通，经过长达
数月的协商，双方达成一致：这事可
干！

目前，这项新计划已吸引四家业
主单位合作注资，农户们也非常踊
跃，有近60户愿意参加。太公村与
浙嘉公司正在拟定合作意向书，推敲
合作细则。

每天，杨文双都走家串户，了解
村民意向，充实货源信息。村民们都
说，别看这个26岁的女支书年纪轻
轻，却是个能“干事”的人。

“今年我家60头猪出栏，再加
上稳定的销售渠道，我不但能巩固
脱贫成果，还指望着多挣点钱扩建
猪舍。”谢仁超说，现在他浑身都是
劲。

“评绩定星”选好“领头
雁” 带动一大片

90后女支书杨文双的干事热
情，与綦江区的顶层设计分不开。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
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村党组织
书记是村支两委的‘主心骨’，只有书
记当好表率、积极引领，基层党组织
的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才能最
大限度发挥。”綦江区委组织部负责
人介绍，在过去试点2年的基础上，
2018年綦江区正式开展村党组织
书记“评绩定星”，已评选出 44名

“星级书记”，营造起干事创业的良
好氛围。

今年，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决战决
胜姿态，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綦江区调整“评绩定星”考察重心，将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重要
指标。

“评上‘星级书记’的，首先在政
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上会有所体现，比
如我们根据不同星级，阶梯型地增加
待遇。”綦江区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
对符合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
录（招聘）的“星级书记”，同等条件下
可优先录（聘）用。对被评定为五星
级、四星级、三星级的党组织书记，每
人每月分别增加1200元、900元、
600元工作补贴，对被评定为星级党
组织，按每个每年5000元的标准进
行补贴。

实践证明，一个好书记对一个村
的发展至关重要。据统计，今年以
来，綦江区“星级书记”所在村平均集
体 经 济 收 入 较 上 年 同 比 增 长
35.6%。通过结对帮扶、传授经验等
方式，推动74个后进基层党组织成
功整顿转化。

选好乡村振兴领头雁

綦江为村党组织书记“评绩定星”
本报记者 张莎

傍晚时分，巫溪老城北门沟外，大宁河奔涌向前。
三三两两的居民，走过大宁古城的城墙，走过漫滩路，走上复

建的巫盐古道。不止一位居民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常来这里散
步，安逸得很。”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质的工
作部署，近年来，巫溪加大投入，完善城市慢行系统，贯通断头步

道，修缮破损步道，彰显山水特色，串联历史文脉，讲好巫溪故事，
让居民畅享城市山水人文之美。

如今，在巫溪，不仅有巫盐古道这样沉淀历史，讲述盐背子
（背盐脚夫）故事的步道，还有月亮湾山地公园健身步道、柏杨河
湿地公园亲水步道等独具特色的步道。这些步道，已成为绿色出
行便民道、山水游憩休闲道、乡愁记忆人文道、城市体验风景道。

沿柏杨河溯流而上，柏杨河湿地
公园占据了马镇坝城区23.5公顷的
面积。在这里，沿柏杨河两岸，建有总
长6.8公里的亲水步道。

“市委、市政府要求，山城步道的
建设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要依托现
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柏杨
河亲水步道建设过程中，就严格遵从
生态、自然的理念。”周树林介绍，亲
水步道和湿地公园的建设，非常注意
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多样
性。

在建设中，他们将河堤防护与自

然景观相结合，采用“格宾网”技术，运
用网装石埋入河滩下，形成了原生态
的自然河滩，既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
又体现了公园的亲水性。

在设计上，他们坚持传承巫溪地
域文化，依山就势，以水为媒，古朴建
筑掩映其间，融入了巫文化、码头文化
等本土元素。亲水步道串联起鱼形跌
水、太极广场、银滩拾贝、百舸争流、碧
流映翠、水岸湿地、观景平台，以及4
座景观桥（中轴桥、泰和桥、栖凤桥、万
通桥）等景点，并在沿途配有儿童乐园
和咖啡吧等服务项目。

在步道的铺装选材上，他们大

量运用了巫溪本地石材，如卵石、片
石、条石等；在公园用水方面，将柏
杨河水抽到山坡上的蓄水池内，再利
用高差通过管道供水，满足公园绿化
养护及公厕保洁、园路冲洗等用水需
求；在植物选择上，他们充分运用柏
杨、水麻叶、芦竹、麻柳树、银杏等适
地乡土植物，实行乔灌草合理搭配。

“这些植物不仅能调节城市区域性小
气候、维系碳氧动态平衡，净化空气
改善生活环境，还能为市民提供整
洁、幽静、舒适、美丽的游憩场所。”
周树林说。

在实地体验柏杨河湿地公园亲水

步道的过程中，重庆日报记者在步道
一侧发现了几株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鹅
掌楸的身影。

“鹅掌楸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植物，
为落叶大乔木，最高能达40米，叶子
像鹅掌，是珍贵的行道树和庭园观赏
树种，栽种后能很快成荫。”周树林介
绍，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就有
许多野生鹅掌楸，在人工培育成功后，
巫溪在柏杨河湿地公园建设过程中将
部分鹅掌楸种植在了公园内，既能够
美化公园景观，也能让市民近距离接
触这些珍稀植物。

如今，每到傍晚，柏杨河湿地公园
步道上总是热闹非常。步道回廊处，
总有悠扬的二胡声响起，许多人在此
下棋、聊天，还能听到在巫溪已流传两
千多年的五句子山歌。山歌婉转响
起，那些悠远的历史扑面而来。

6.8公里亲水步道 严格遵从生态、自然的理念

繁华如过眼云烟，今天的大宁古
城，早已不复当年“东山起凤、西岭伏
麟、南渊跃鲤、北阁观澜”的盛景。其
逼仄的地理位置，也早已无法满足日
新月异的城市建设需求。

于是，巫溪又先后在赵家坝和马
镇坝建设了两个新城区。

“赵家坝和马镇坝之间，有一片荒
坡，地处柏杨河河畔，地势狭窄，山形
陡峭。”巫溪县园林绿化管理所副所长
周树林介绍，长期以来，这片荒坡，成
了夹在两个新城区之间的一块“伤

疤”。如何才能合理利用这块荒坡，使
其成为连接两个城区的一道“桥梁”
呢？

根据该区域的交通条件、用地条
件，巫溪投入400万元，以着力打造生
态化山地健身公园为目标，充分利用
自然山林，适当补植开花植物，将其建
设成了独具特色的城中郊野公园——
月亮湾山地公园。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巫溪相关
部门还创新公园建设模式，通过租用
步道两侧村民土地的方式，最大限度

地保留了公园的原生态特征。
“公园面积480亩，如果采用征地

的方式，一亩地要6万元左右，全部费
用近3000万元。”周树林介绍，为了节
约成本，他们向村民租用土地，一亩地
一年的租金从最开始的250元递增至
现在的400元，480亩地一年的费用
也就20万元左右。“租用后，村民对土
地上的树和植被只有所有权，没有砍
伐权和破坏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园
内的地形地貌和野生植物。”

“我们还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性

化设计，逐步完善步道标识、环卫、照
明、直饮水、避雨、无障碍设施等便民
服务设施，加强沿线景观规划设计，做
到一步一景、步移景换。”周树林介绍，
月亮湾山地公园滨水健身步道有3公
里长，走完全程需要1.5个小时，既是
联系两个城区的便捷人行道，同时具
有一定的生态景观功能。经由这条步
道，串联起了揖沁台、映澜亭、木径揽
秀、绿径灵韵、绿屿闲趣等5个景观
点。

如今的月亮湾山地公园，因为有
了柏杨河的天然屏障，成了闹中取静
的一处清幽之地，也成了两个城区之
间一道独特的风景。漫步于健身步道
上，春可赏花、夏能乘凉、秋有果摘、冬
闻腊梅，一年四季皆是好去处。

3公里长健身步道 两个城区之间一道独特的风景

5月8日，巫溪县大宁河畔，市民漫步在巫盐古道上赏风景。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杨文双走家串户了解村民货源。 通讯员 谢秀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