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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愚公毛相林带领村民

耗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8公里“致富路”
本报记者 左黎韵

从小，母亲就教育
我，有事莫往后躲，要
往前冲！作为党员干
部，我更应该凡事冲锋
在前。

“为人民办实事”
是我入党的初心，也是
我一生的使命，哪里有
困难，共产党人都应该
第一个站出来。

山凿一尺宽一尺，
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
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
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
辈人过上好日子。

打通村民的致富
路，丝毫不亚于劈山开
石，但流血流汗我们都
拼过来了，还有什么能
阻拦我们呢？

7月17日是綦江区永新镇的赶场
天，恰逢梨子上市，场镇上新农贸市场
400平方米的“梨子自贸专区”首次开
放。“不用挤在菜贩中间，宽敞，吆喝起
来也响亮。”赶来卖梨的永新镇石坪村
村民李贵全很高兴。

“梨子自贸专区”的划定是镇人大
代表在开展调研和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的基础上投票决定的，也是綦江在全区
25个镇全面推开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代
表票决制的成果之一。

场镇拥堵群众意见大
代表两度票决“提档升级”

永新镇石坪村有上万亩梨园，过
去，每年梨子上市时，街上、菜市场的很
多角落都有卖梨的游摊。“不少人反映，
一到赶场天场镇就很拥堵，尤其是老农
贸市场，来赶场的农民以街为市，附近
居民意见很大。”永新镇人大代表朱小
波就收到这样的意见建议。

去年年初，在该镇十九届人大三

次会议上，“场镇功能提升工程”被代
表们票决为2018年重大民生实事项
目，随后，新农贸市场动工建设。“最好
能划出一块专门区域，既方便梨子销
售，也便于宣传推广和品牌打造。”建
成后，镇人大代表幸定华又提出新的
建议。

针对幸定华代表的建议，镇人大组
织代表开展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今年，在该镇人代会上，“场镇功能提升
工程”再次被代表票决为重大民生实事
项目——整治规范场镇秩序被列入其
中。通过几个月的整治，场镇秩序规范
了，人、车、摊不争道了，还诞生了一个

“梨子自贸专区”。

全体代表过半数同意为通过
十日内向社会公布

像这样代表票决民生实事的方

式，已在綦江25个镇全面铺开。
綦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前元介

绍，2017年，区人大常委会以镇街人
大工作“三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特色
化）建设为目标，拟定了重大民生实事
项目代表票决制等15项内容，作为全
区镇街人大的自选特色工作参考项
目，随后在东溪、篆塘、隆盛等9个镇
试点推行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
制，并在试点镇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
全区25个镇全面推广。推行票决制
以来，各镇共征集民生实事项目700
余个，初定候选项目360余个，票决立
项282个，有效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
关注的民生难题。

如何确保票决过程真正民主、公
开？王前元介绍，在确定票决项目过
程中，先由镇人大主席团梳理汇总需
要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与镇政府进

行民生、普惠、可行等分析，经镇党委
同意后确定，在召开镇人代会前将票
决事项书面告之镇人大代表，并组织
镇人大代表深入调研。

镇人代会上，各代表小组充分审
议后，无记名投票。人代会上票决的
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必须有2/3以上
的镇人大代表参会方为有效，需全体
代表过半数同意方为通过，并当场宣
布票决结果，十日内向社会公布。对
未获通过的重大民生实事项目，镇政
府不得组织实施。

公厕选址不当曾遭群众阻拦
重新选址票决通过后顺利投用

綦江区篆塘镇在实施盖石场镇公
厕建设过程中，因公厕选址不当，曾遭
遇群众阻拦而一度搁置。镇人大及时
组织代表深入走访调研重新确定选址

后，将其纳入了2018年民生实事票决
项目，于当年顺利建成投用。

“民生实事项目的确定、实施过
程，就是人大代表深入选区察民情、听
民声、聚民智的过程。”在王前元看来，
人民群众通过人大代表充分参与管理
地方国家事务，成为民生实事项目的
建议者、决策者、监督者和受益者，既
充分体现了人民意志、保障了人民权
益，又有效扩大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激发了基层民主政治活力。

王前元认为，通过代表票决制，推
动了民生实事项目的产生由“部门提”
转变为“大家提”、由政府“自己定、自
己干”到“代表决、政府办”的重心转
变，确保民生实事项目建立在真正意
义的民意基础之上，使政府能够精准
办事、合力办事、透明办事。

人行桥建设进度滞后
票决推动顺利完工

今年的夏日傍晚，吃过晚饭后沿
着蒲河两岸散步，成为了綦江区石角
镇很多居民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之一。

“在修人行桥之前，只有场镇两边
有桥，镇上群众过河很不方便，走到河

对岸至少要40分钟。”石角镇人大代
表刘德松告诉记者，江北新城开发后，
群众对修人行桥的愿望更加强烈。
2017年，在该镇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
上，石角人行桥项目被代表票决为重
大民生实事项目，当年的目标是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由于种种原因，该桥
建设进度严重滞后。

在2018年初召开的镇人代会上，
“人行桥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又被票
决为该镇当年的重大民生实事项目。
最终，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2018年
12月24日，该桥顺利完工。

“推行代表票决制，把人大决定权
和监督权有机结合起来，将政府民生实
事项目从产生、实施、到完工的全过程
均置于镇人大的监督之下。”王前元表
示，代表票决制赋予了乡镇人大监督更
加丰富的法治内涵、实践价值和社会效
应，使乡镇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在实践
中得以落地和细化。

同时，代表围绕票决项目征议题、
搞调研、抓监督，履职角色从“旁观者”
转为“参与者”，更加凸显了代表主体
地位，拓展了代表履职途径，激发了代
表履职热情，代表作用发挥更加明显。

綦江在全区推行民生实事代表票决制
已有282个民生实事项目获得人大代表投票通过

本报记者 颜若雯

在巫山县竹贤乡，大巴山深处有
这样一个村庄，因四面被海拔高于千
米的险峻大山包围，仿佛置身于天井
之中，故而得名“下庄”。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
走一趟，眼花头又昏。”千百年来，祖祖
辈辈留下的这首歌谣是对下庄村交通
状况的真实写照。

对下庄人而言，出村的路很长。
曾经，他们要手脚并用在绝壁上攀过3
大台阶、108道拐，从日出走到日落。

出村的路也很短，而今，绝壁上通
了公路，8公里外便是山外的世界。

关于这条路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位
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已过花甲之年的
当地人、村民称他为“当代愚公”。他
就是毛相林。二十年前，在他的带领
下，下庄人战天斗地，在绝壁上徒手开
凿出一条2米来宽、全长8公里的天
路，改变了下庄与世隔绝的状况。二
十年后，这条路被拓宽、加固，他又带
领村民发展起柑橘、乡村旅游等产业，

“绝壁天路”也成为下庄的致富路。

他用一生践行入党承诺

“从小，母亲就教育我，有事莫往
后躲，要往前冲！作为党员干部，我更
应该凡事冲锋在前。”近日，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事迹巡回报告中，毛相林声情并茂
的演讲获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1958年出生的毛相林是土生土长
的下庄人。他的母亲是共产党员，当
了近三十年的村妇女主任，她是毛相
林最敬重的人。他在记忆里，有这样
一幕场景至今难忘：土墙房里，柴火噼
啪作响，借着微弱的火光，母亲将手里
的零钱数了又数。

“妈，你这是干啥？”那时毛相林只
有几岁，对什么都感到好奇。

“儿啊，这是妈一年的党费，跟着
共产党，我们就有了出路。”

“共产党”——这是毛相林第一次听
到这3个字，一颗种子在心底悄悄发芽。

或许是一种崇敬，或许缘于向往，
刚满18岁，毛相林便迫不及待地向乡
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然而，第一
次入党申请没有获批。

“虽然失落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我
知道，是我距离党员的标准还不够。”
此时的毛相林已开始担任村干部，工
作之余，他还不断加强学习，积极向党
组织靠拢。24岁，他第二次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终于获得了党组织的认可，
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为人民办实事’是我入党的初
心，也是我一生的使命，哪里有困难，共
产党人都应该第一个站出来。”往后余
生，毛相林不断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对党
的诺言。

不做井底蛙

下庄村地处秦巴山腹地，这里的
地形如同一口巨大的井，下庄村就在
井底，从“井口”到“井底”垂直高度在
1000米以上。

在修路前，绝壁上的羊肠小道是村
民们出村的唯一通道。道路艰险异常，
在这条路上摔死的人，仅村民们记得
的，就有两三个。由于出行困难，18岁
嫁到下庄的袁大香，一直到94岁去世
时都没有回过娘家。

大山也阻碍了下庄的发展。过去，
村民们卖猪，要先将猪架在木板上，再
另请3个人抬着，在绝壁上跋涉5个多
小时，才能将猪运到场镇销售。请一个
人的劳力费在40元左右，再除去喂猪
的粮食成本，卖一头猪根本赚不到多少
钱。村里的农产品运不出去，村外的农
资运不进来，每年村民们靠着肩挑背
磨，要从山外运回七十多吨化肥保障生
产生活。上世纪90年代末，全村人均
年纯收入还不足500元，为了补贴家
用，年轻人只得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
增，何苦而不平？”毛相林读书不多，但
《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却听了很多遍。
1997年，时任下庄村支书的他从村干
部培训班学习归来，坐在海拔1300米
的山崖上，望着天井中的下庄，心里有
了一个打算，“井底之蛙，没有出路。
要有出路，必须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问天要路。”

那时，毛相林的3个孩子正在读
书，妻子身体不好，家中经济本就拮
据。听丈夫谈起修路的想法，妻子忍不
住抱怨：“你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几口人
张着嘴巴望着你，还修啥子路嘛。”

村民中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我
们一家年纯收入就几百块，这路要修
到什么时候呀！”

“村里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剩下
我们这些老年人怎么修路？”

……
在一次村民大会上，毛相林刚提

出修路，村民们就议论纷纷，怀疑的、
担心的、嘲笑的都有。

然而，毛相林修路的决心是坚定
的。他挨家挨户上门走访，扳着指头
给村民们算账。“山凿一尺宽一尺，路
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
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辈人过上
好日子。”终于，在他动员下，下庄村民
鼓足勇气，第一次向大山、向闭塞、向贫
穷发起了挑战。

绝壁凿路

“两名年轻人在修路时，被山顶滚
下的巨石砸中头部，先后遇难，但全村
男女老少仍一致支持修路……”报告
中，当讲到天坑悬崖峭壁上那条用生
命换来的“天路”，毛相林几度哽咽。

绝壁凿路，比他想象中更为艰难。
修路要钱，毛相林偷偷“挪”用了

母亲700多元的养老钱，又以个人名
义向信用社贷款1万多元，再加上村民
们自发捐款，筹集的3960元，才终于

凑齐了开山辟路的第一笔资金。
修路需要的炸药、雷管哪里来？

毛相林知道，这些物资在市面上不好
买，得向县里相关部门争取。恰巧，当
时的县农业局有领导来下庄检查工
作，当听说他们绝壁开路的打算后，深
受感动，主动承诺支持村里修路的“三
材”（炸药、雷管、导火线）物资。

“三材”物资有了着落，毛相林像
吃了定心丸。想到祖祖辈辈盼了多年
的出村路就要在自己这辈手里变成现
实，他不禁心潮澎湃。

1997年的秋天，毛相林与村民们
没日没夜地泡在工地上。一些在外务
工的年轻人，得知村里修路的消息，也
纷纷返乡，参与其中。大部分路段要
在悬崖绝壁上开凿，没有任何机械设
备，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将红
绳缠在腰间，在半山腰荡着“秋千”勘
测；用钢钎凿孔、铁锹铲土，然后填上
炸药，劈山开石。

尽管努力做了一切可以做的安全
措施，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99年8月14日，26岁的沈庆富
被峭壁上掉下来的大石头砸中了头，
他就此掉下了几百米深的山谷。当村
民们把他拉上来的时候，他早已全身
冰冷，全村的人都哭了。

沈庆富的去世，让毛相林深感愧
疚。然而，谁也没料到，五十天后，村
民黄会元又出事了。

那天，毛相林刚从县城拉了车材
料回村，就听见山上有人喊着出事
了。他来不及回家换身衣服，拔腿就
往工地跑——同样是一块从天而降的
落石，正中黄会元的头部，还没来得及
吭一声，他便成了山谷乱石堆里一具
尸体。

接连两次意外，让曾经无比坚定，
铁了心要在绝壁凿路的毛相林，第一
次有了动摇。“大家都看到了，悬崖上
修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路究竟还
修不修？”黄会元的灵堂前，毛相林抹
着眼泪问大家。

“修，我儿子死了，但他死得光
荣。”人群中，传出黄会元的父亲黄益
坤掷地有声的回答。

“修！必须修。”村民们齐刷刷举
起了手。

第二天，毛相林带着大家又上了工
地，继续凿山修路。虽然后来，村里又
陆续有4人因为修路而牺牲，但大家心
中都只有一个念头：“早日修通下庄路，
以告慰逝去的英灵。”

直到2004年，前后耗时7年，一条

2米来宽、全长7.9公里的绝壁天路终
于修通了。竣工那天，村民们买来长
长的鞭炮，炸得震天响。

下庄有了致富路

二十多年来，下庄人战天斗地、绝壁
开路的事迹被全国各大媒体多次报道，

“下庄精神”曾鼓舞了不少读者。因为工
作原因，记者也曾多次深入下庄村，感受

“下庄精神”的力量：从县城出发，要在群
山中颠簸近两个小时才能到达竹贤乡场
镇。二十多年前，毛相林带领村民开凿
的天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下，路的一侧连
着绝壁，一侧临着深渊。有了这条路，
下庄与竹贤场镇的距离由过去的一天
缩短为1个小时车程。

随着与外界交流的逐渐频繁，下
庄人发现，邻近的村庄早已依托产
业，步入发展快车道，把下庄村远远甩
在了身后。

光修路还不够，下庄的村民更盼
着脱贫致富。在毛相林的带领下，不
甘落后的下庄人再一次向大山发起了

“挑战”。
“要我说，打通村民的致富路，丝

毫不亚于在绝壁中劈山开石。”毛相林
感慨道：“但是，流血流汗我们都拼过
来了，还有什么能阻拦我们呢？”每次
院坝会，毛相林都给村民们打气。

听说曲尺乡柑橘种得好，当地果农
一年收入就有好几万，毛相林眼热了。
他带着一波又一波的村民前去取经，
一次又一次地请专家到村里论证，还
发出号召，引导有文化、头脑灵活、在
外务工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充当产业
发展“排头兵”……

听说双龙镇钱家坝的西瓜供不应
求，他心动不已。和村干部一起乔装
打扮成跑买卖的客商，把“触角”直接伸
到瓜田李下，见缝插针刺探情报、偷师
学艺、打听销路，一次不行跑两次，脚板
磨起了泡，他套双袜子又出门，直到把
结满西瓜的瓜地复制到下庄为止……

与此同时，毛相林还鼓励村民种
植南瓜、芝麻、小麦等农作物，配套开
设了厂房，加工麻油和麦子面条，使下
庄村形成以瓜果为主，多种产业共同
发展的农业格局。

可是，随着产业的壮大，村民们却发
现，曾经绝壁开凿的天路有些“过时”。
天路太窄，只有摩托车和小型农用车能
勉强通过，而雨天，山上冲下的泥石又经
常阻碍交通。

将天路拓宽硬化，成了下庄人的
又一个梦想。2015年，新一轮脱贫攻

坚战打响，下庄村被精准识别为贫困
村。已改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毛相林
再次扛起了修路大旗。他四处奔波，
代表村民向相关部门争取资金。2016
年，巫山县委县政府先后投入400余
万元扶贫资金，对这条绝壁天路进行
提档升级。

有时，他与村民们一起轮锹挥锄，
给施工队打下手；有时，他又与技术人
员盘坐在公路边，盯着图纸，商讨施工
方案；虽已年过半百，但工地里仍随处
可见他的身影。2017年，天路被拓宽
至4.5米，政府不仅对路面进行了硬化，
还在临近悬崖的一边加设了护栏，村民
盼了多年的硬化路终于成了现实。

整整二十载，毛相林将青春献给
了这条绝壁上的天路，村民们都亲切
地称他为“当代愚公”。

村民吃上旅游饭

毛相林是他们家族在下庄的第十
辈人，在这个大家庭里，有50%的家庭
成员都是共产党员。

“不畏艰难、勇于担当，在毛相林身
上我们看到共产党人优良家风的传
承。”下庄村现任村支书杨元富感慨道。

除了拥有绝壁开路的愚公精神，毛
相林还是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哪家有
困难，他一定第一时间站出来帮忙。听
说吴国义一家要盖房子还缺人手，他
二话不说，义务赶去做帮工；蒋远成家
庭贫困，眼见两个娃娃差点辍学，毛相
林急了，将好不容易存下的300块私
房钱硬塞给他，语重心长地说，“养儿
不读书，只当喂头猪，再穷也不能穷教
育呀！”；每年，毛相林都要上门看望那
些因修路而失去亲人的村民，还主动
把自家的腊肉香肠送给他们……

受父亲影响，毛相林的儿子毛连
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专毕
业后，他放弃了留在上海工作的机会，
主动返乡投身家乡建设。

“父辈们将路开凿出来，我们这一
辈说什么也得让家乡富来。”毛连军感
觉自己身上的担子从未减轻。

这几年，在毛连军的提议下，下庄村
正依托当地自然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过去靠着三大坨（玉米、红薯、土
豆），我们辛苦一年也存不下多少钱，如
今吃上‘旅游饭’，一个月就能挣上近十
万元。”说起毛家父子给村里带来的变
化，杨亨双笑得合不拢嘴。去年年初，
他和村里的袁堂清、杨元鼎三家人一
起，将原有的土坯房改造成风貌统一的
农家小屋，形成一座三合院，打造乡村民
宿。去年8月，民宿首次开门迎客，生意
最好时，一天就能吸引100多名游客。
游客的到来也带动了农特产品的销售，
杨亨双告诉记者，土豆炖腊猪蹄、农家土
鸡汤、凉拌蕨根粉等都是深受游客喜爱
的下庄美食，去年，他仅向周边农户收
购的腊肉、土鸡就价值2万余元。

现在下庄村，像杨亨双这样的农户
还有30余户。随着一二三产业的不断
融合，下庄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去年，全村人均年纯收入达8000余元，
比20年前增长了四倍。

“未来，我们还将引入旅游公司，打
造‘下庄古道’‘鸡冠岭’等旅游景点，并
与巫山县博物馆合作，在村委会广场打
造一个‘下庄精神陈列馆’，通过照片、
影像资料、实物展出等方式，再现下庄
人战天斗地、绝壁开路的事迹，将下庄
精神融入到旅游开发中，让乡村旅游
更有内涵。”记者采访接近尾声，但说
起未来的打算，毛相林仍旧滔滔不绝，
他就是这样始终闲不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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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相林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事迹报告会上发表演讲。

记者 罗斌 魏中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