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县观察·垫江 7CHONGQING DAILY

2019年6月26日 星期三
责编 胡东强 彭光灿 美编 包东尼

古蜀驿道——峰门铺
相传为杨贵妃送荔枝曾从此经过

“峰门深锁重关隘，故垒残墙话盛
衰。三县繁华馀草木，百年兴废没尘
埃。”这首诗所描写的就是千年雄关峰
门铺。作为古蜀道的一段，峰门铺是长
寿、垫江、邻水三县交界之地，位于明月
山之间。

它因两峰对峙，地处山口历来多风
而得名，所以又称为风门关、峰门关或
峰门垭。古时作为非常重要的驿站，非
常完整地保存了从宋代至民国期间一
千多年来的摩崖石刻。

总计20余方的摩岩石刻群中，包
括了《潼川府路界》摩崖石刻，以及南宋
时期的《建炎三年碑记》和《庆元年修路
记》，大明成化十四年《垫江创立峰门铺
碑记》，清《康熙二十三年碑记》等20余
处。这些古迹和石刻文字、图形内容，
为研究垫江县的政治、历史、军事、交
通、宗教、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提供了
珍贵资料。

如果说峰门铺的石刻和造像是对
千古雄关的历史见证，那么峰门铺上的
美妙传说，则会让这个古栈道的故事更
加丰满、更加神奇。

相传封门古道是当年给杨贵妃
送荔枝的古道，从目前的文献资料记

载看，子午道、褒斜道、陈仓道、荔枝
道等都是著名的古蜀道，而从涪陵到

现在的西安，走峰门铺距离最近。

崇城保障——保合寨
曾保卫垫江县城四十年无兵灾

保合寨即今宝和寺，始建于明代，
初名太和寺，明朝本邑进士陈幼学的
《宝和寺碑记》载：“邑治东隅有精严梵
刹，经始自万历丙子，勒曰太和……”。
于清咸丰年间改建为寨，故又有保城寨
之称谓。其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培
修，距今约有200年的历史。至今站在
垫江县城西门或者北门都还能够清晰
的望见宝和寺寨墙的轮廓。

该寨座北向南，呈不规则圆形，南
北、东西各180米，占地面积32400平
方米。寨墙总长396米，用长0.30米、
宽0.20米、厚0.10的条石叠砌而成，如
今仍有二分之一基本完好。原有4个
寨门，现存南、西寨门基本完好。因其

坚固，雄伟，为全城两个制高点之一，自
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并为垫江平安富
足立下汗马功劳。

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任
知县谢必铿为褒扬保合寨保城四十年
无兵灾之功，于寨南门上书题刻“崇城
保障”四字。县令谢必铿所题“崇城保
障”四字题刻，与寨门、寨墙至今仍在，
为县内幸存的几处古迹。

而除了保民安地之效，还有不少文
人墨客曾停驻于此，留下了许多传世佳
作，如邑人李默的《春日偕友人登宝和
寺》，清翰林大学士李西沤夫子的《同误
生兄虎山晚眺读书宝和寺》，至今仍被
传颂。

“天下第一”——鹤游坪
长度超过80千米被誉世界城堡之最

鹤游坪位于垫江县坪山镇和鹤游

镇之间，其城垣遍布垫江县坪山镇、鹤
游镇、白家镇、包家镇等乡镇。

据了解，鹤游坪古寨卡群是古人沿
鹤游坪台地边缘岩楞，依势建成一道全
封闭城垣，自南宋末年为抗击元军开始
修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时间长
达750年。

经鹤游坪研究者王周志多方考证，
初步计算，鹤游坪城堡内面积应为
167.44平方公里。这一观点，也得到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首席专家
李丙尧先生的认可。依据现有资料，鹤
游坪古城堡的面积，或为世界上最大
的。

据研究者王周志先生的研究成果
《天下第一古城堡——鹤游坪》记载，根
据美国谷歌公司全球卫星地图资料
（2006年2月资料）初步计算，鹤游坪
城堡的城垣穿越鹤游镇、坪山镇、白家
镇、包家镇等乡镇，长度为80千米。因
而，鹤游坪城堡被誉为当今世界城堡之
最，可谓“天下第一古城堡”。

而鹤游坪古城堡城垣的修建模式，
与国内其他地域城堡不同，分别设有
36大卡、72小卡，一共108道关卡，合
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寓意借
用天罡地煞的神威来镇守各个城门，以
达到坪内能够永固安宁。关卡数量之
多，同样也是世界第一。

张亚飞 况宇 王琳琳

雄关镇古城 文脉遗垫江

垫江，地处四川盆
地东部，自古都是兵家
必争之地。《四川通志
载》记载：“上接巴渝之
雄，下引夔巫之胜。蜀
中陆路，此为锁钥。”

1400多年来，垫江
历经多个朝代更迭，但
关隘、古寨犹存：千古雄
关封门铺，把“一骑红尘
妃子笑”的故事讲给了
后来人；巍峨雄峙高踞
全城制高点的保合寨
遗址，见证了古城商贾
云集的繁华；被誉为“世
界城堡之最”的鹤游坪，
让人仰呼深叹……

时至今日，虽然往
昔过往频繁的陆路交
通已改道，但山川形势
依在，遗迹尚可寻觅。
它们或以形胜，或以丰
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引
人遐思。由此，蜿蜒盘
桓的关隘、古寨，对生
于斯长于斯的垫江人
来说是一份可追思可
叙述的文化记忆，更是
一种可端详可凝视的
文化存在。

数据》》

自明崇祯三年(1630)到
1949年的300余年里，垫江辖
内寨堡林立，旌旗在望、鼓角
相闻。据民国《垫江县志》记
载，在垫江境内旧有古寨、关
卡250余座。

到如今仍现存古寨遗迹
48处，14处比较完好。关卡
20处，8处比较完好。

峰门铺 摄/向晓秋

保合寨 摄/向晓秋

5月22日，铜梁区第五届职业教育活动
周暨第九届学生技能大赛活动周启动仪式在
铜梁职业教育中心举行。铜梁区委教育工
委、铜梁高新区党工委、铜梁区人社局以及行
业企业领导参加了活动。据悉，本次技能大
赛共有20个形式多样的比赛项目。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全面展示铜梁职业
教育中心的办学成果，凸显办学特色，进一步
扩大职业教育影响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
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引导社会各界特别
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营造人人皆
可成长、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近年来，铜梁职业教育中心以市级高水
平中职学校建设为平台，不断深化校企合作
推进产教融合，与京东等国内知名企业合作，
努力办好职业教育；坚持“三全育人”的培养
理念，重视学生品德修养教育，把“铸人铸魂”
融入到每一个教育环节……培养出了一批又
一批德技双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

准军事化管理
塑造内外兼修的优秀学子

始终坚持不懈，每句响亮的口号回荡天
际；做到令行禁止，每个规范的动作整齐划一
……来到铜梁职业教育中心，时常能在大操
场看到学生们认真军训的情景，让人时刻感
受到他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引导学生全身心投入军训课，磨练意志
品质，是该校创新德育模式，实行“准军事化
管理”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该校在近年来打造“尚军尚匠”
主题校园文化，践行“准军事化管理”德育模
式，引导学生对军人素质、军人风采、军人品
质进行学习，使学生注重勤学、修德、明辨、笃
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成长。

在实施“准军事化管理”过程中，铜梁职
业教育中心从研究“准军事化管理”德育模
式、打造“准军事化管理”特色工程、开发“准
军事化管理”德育课程、建立“准军事化管理”
评价体系四个关键点着手，不断历练学生吃
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培育学生志存高远
的境界和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比如，该校打造军姿“125”工程，即上课
前站1分钟军姿、集会时站2分钟军姿、军训
课开始前站5分钟军姿，打造寝室内务“六个
一”工程，即毛巾一条线、杯刷一条线、鞋子一
条线、被子一条线、桶盆一条线、箱子一条线，
推动“准军事化管理”特色工程落地生根。

“‘准军事化管理’特色工程，不仅以站军
姿强化学生的自控能力，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还以统一的内务整理帮助学生注意细节，
使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该校专职军事
教官贺晓斌说。

与此同时，铜梁职业教育中心配备有专
职军事教官2名、兼职军事教官20名，每年以
准军事化标准培养学生军事教官60名；建设
有固定的学校国防教育综合实践基地；建立
有各类教育教学资源库……为实施准军事化
管理“保驾护航”。

铜梁职业教育中心实施“准军事化管
理”，力求培养出既具有熟练的专业技能，又
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优良、纪律严明的
懂技术、会生活、会做人的专业技术人才，着
力打造“管理有序、纪律严明、行为规范、重文

显技”职教特色品牌。

传承非遗“龙舞”
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凝聚力

2017年7月，铜梁职业教育中心龙舞艺
术团代表重庆市参加第十三届全运会，获得
龙舞项目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2017年12月
和2018年12月，该校龙舞艺术团成员先后
两次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参加当地的跨年晚会表演，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风采。

此外，该团还参加央视中秋晚会的录播，
代表我市参加第十一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荣获自选和规定套路第二名……2018年至
今，该校龙舞艺术团在不同的舞台展现着独
特的魅力。

为何铜梁职业教育中心的龙舞特色项目
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

据了解，该校确定开展龙舞艺术教育后，
对铜梁民间龙舞艺术的类别、品种名称、流传

区域、主要特色、历史价值等进行了研究和调
查，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学生的接受程
度，在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场地建设和设施
建设等方面多方推进，为铜梁龙舞在校园的
落地推广打下厚重基础。

具体来说，该校开设有龙舞训练、龙文化
体验、手工扎龙等龙文化特色课程，让龙舞在
校园得到普及；打造了包括扎龙、画龙、舞龙
等体验项目在内的龙文化体验馆，让学生能
够亲身感知、体会龙舞的精彩之处；组建了龙
舞艺术团，现有龙舞学生队员73人，实现了
龙舞更加专业化的发展与推进；配备了专职
指导老师5名，还专门聘请铜梁龙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1名担任兼职教师。

“让铜梁龙舞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推
广普及、专业提升’协调发展的道路，让青年
学生扛起‘龙舞艺术’的旗帜，无疑是将铜梁
龙舞发扬光大的根本之路。”校长刘可认为。

该校下一步将加大课程的设置力度，加
大对龙舞课程研发的物质投入，开展更加丰
富的龙舞活动……以传统文化进校园，推动
龙舞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建设重点专业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在“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积极推进汽车
“云立方”项目，数字资源平台及微校园应用
系统 7 个，多媒体数字教学资源总量超
10TB；对汽车运用与维修、数控技术应用2
个重点专业，新开发专业核心课程标准14
门，系统开发了4门课程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

铜梁职业教育中心用一系列的探索与实
践，使专业更优化，以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
新，不断开拓人才培养的新境界。

“要想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培养符合经
济社会要求的技能型专业人才，强化专业打
造，强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是重中之重。”
刘可说。

为此，该校通过政府搭台、行业联姻、校
企互动，以校内基础文化学习、校内外观岗、
跟岗实训、顶岗实习三个阶段进行校企双向
融合；与铜梁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展开深度
合作，构建了“四方联动、双向融合”的人才培
养模式，确立“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推动

“政、校、行、企”协同参与，建立“园校互动、产
教融合”办学模式，实现“校中厂、园中校”开
放办学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经政府牵头，铜梁职业教
育中心与上汽通用五菱等国内知名企业创新
合作模式，将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京东集团
引入学校，积极推动京东电商人才孵化基地、
西南武术职业训练基地建设，并与电子商务
专业开启合作，助推了学校建成“驷坊汽修”

“哲远机械”等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满足了
职业教育对实训、实习等环节的高标准和新
需要。

两年来，铜梁职业教育中心与企业深度
合作，建设数控、电子、汽修等专业体现产教
融合的综合实训基地，实训条件大幅改善，形
成汽车整车装配实训车间、汽车云立方、精密
研磨、工业机器人等体现行业先进特点的实
训条件，牵头组建铜梁职教集团，为产教融合
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谭茭 万芮杉 张骞月
图片由铜梁职教中心提供

学生专注地进行技能学习

把“铸人铸魂”融入教育的每个环节铜梁职业教育中心

创新德育模式 打造龙舞特色 推进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