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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万州区长江岸边矗立18年的
三阳化工有限公司，一个个化学反应釜被
拆解，一台台废旧设备被运走……为保护
长江母亲河，它将告别历史舞台，变身为
公共绿地和物流园区。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两大“考
题”，三峡库区中心城市万州正在同步作
答：做“减法”，淘汰、拒绝污染产业；同时
做“加法”，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层次、
扩大对外开放，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

减化工优生态 守护一库清水

走进三阳化工厂，几台大型挖掘机正
在紧张忙碌，挖除剩余的地基和土层，拆
除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这座年产值2亿元的化工企业，预计
今年内拆除完毕。300亩土地将实施生
态修复，修复后将复绿60亩，另外240亩
规划建设物流园区。

如今在万州，一场清理整顿沿江化工
企业的自我革命正在推进。万州已促成
三阳化工、九棱化工等6家大型化工企业
停产或转型。化工产值占全区规模工业
产值比重由2012年的28.8%降至2018
年的11.6%。

严控化工污染，是万州保护长江母亲
河的一部分。一批水泥、电镀、造纸、煤矿
企业或生产线也被关停。“目前，全区已无
钢铁、煤炭、电解铝、平板玻璃等污染产
业。”万州区经信委副主任陈珑说。

同时，万州也为保护长江生态做“加
法”。两年来，万州共完成植树造林24万
亩；建成乡镇污水处理设施40个，新增和
改造城乡污水管网360余公里；建成覆盖
全域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累计完成50
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

一组数据印证着生态向好的轨迹：
2018年万州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达到
67.5%，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长江干流
万州段水质总体保持Ⅱ类；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达336天，同比增加19天……

拒污染促转型 产业加速“绿化”

前不久，一家总投资近3亿元、每年
可贡献数千万元税收的再生纸板企业有
意落户万州经开区。这无疑是一份诱人
的“大单”。

但是，当得知这家企业每天将产生3
吨污水时，万州经开区对其“一票否决”。

“两年来，万州拒绝的投资项目总额超
过50亿元。”万州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
国庆说，对于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即使
投入再大，产出再高，万州也坚决说“不”。

与此同时，万州在优化产业布局方面
做“加法”，经济呈现更多绿色元素。

在重庆中加环保有限公司，电视机、
电冰箱、空调等废旧电器，在自动化生产
线上被一一拆解，塑料、重金属等将得到
回收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每年处理废旧家电40万台左右，覆
盖范围包括整个三峡库区。”重庆中加环
保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生文说，这既能
解决“电子垃圾”的污染问题，也能实现年
产值近1亿元。

传统产业也正在实现绿色转型。作
为万州绿色照明产业的领军企业之一，三
雄极光照明有限公司自2016年起，逐步
淘汰含汞的传统灯具产能，如今主要生产
节能环保的LED灯具，2018年产值超过
14亿元。

如今，万州已将产业发展思路调整为

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绿色照明、智能装备、
食品医药、汽车和新材料五大重点产业。
今年1至7月，五大产业总产值已占规模
工业企业产值的68.4%。

抓创新促开放 迈向高质量发展

走进重庆平湖金龙精密铜管公司的
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一块块
铜板经过熔铸、轧制、联拉、退火等复杂工
序后，变成一根根不同规格的精密铜管。

精密铜管被称为空调、冰箱等制冷设
备的“血管”。金龙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精
密铜管生产企业，拥有100多项创新专
利，海内外14个生产基地，年收入超过
300亿元。

去年3月，万州经开区对金龙集团实
施战略重组，企业全球总部从河南新乡迁
移至万州，成为万州谋求高质量发展的鲜
明注脚。

如今，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正在万州快速增长。今年1至7月
万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20%，远
高于规模工业增速，已占规模工业产值的
25%。

与此同时，通过积极融入国家开放发
展大战略，万州开放发展的脚步越发轻快。

初秋的万州港，巨臂起舞，货轮穿
梭。作为全年通航的深水良港，万州港是
长江上游重要的铁水联运枢纽。来自国
内外的铁矿石、煤炭、粮食等大宗货物沿
长江黄金水道抵达万州，再通过铁路集散
到四川、陕西、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但
近年来吞吐能力已近饱和。

万州港20公里外，重庆四大枢纽港
之一的万州新田港正在建设中。新田港
口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国胜说，新田
港一期5个泊位将于今年内投入使用，将
大幅提升万州港口的吞吐能力。

今年6月底，“陆海新通道”万州班列
首发，满载着30个集装箱的货物经广西
北部湾发往东南亚国家，又将东南亚的水
果、海鲜等特色产品运回万州，标志着长
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在万州实现了无
缝衔接。

万州，这座因“万川毕汇、万商云集”
而得名的城市，正在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
要素资源，走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上。 （新华社重庆9月25日电）

“加与减”的发展辩证法
——三峡库区重镇万州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徐旭忠 赵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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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烂军（阀）烂团
（阀）！”

“铲除苛捐杂税！”
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川

东南涪陵县的蔺市、同乐、新盛等集镇乡
村，到处都张贴着这样的标语。

“工农兵联合起来”的歌声传四方，农
民们纷纷加入农民协会，高喊“人民扬眉
不纳税，八千人枪硬邦邦”，弄得军阀如坐
针毡。

“引发这场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正是
四川早期农民运动和农民自卫军领袖李
蔚如。”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
主任黎余说，李蔚如的一生，也是一个由
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优秀共产主义战士
的典型。

建立农民武装对抗反动军阀

在涪陵大顺乡，提起李蔚如，很多乡
亲都会竖起大拇指。

9月24日，在李蔚如烈士陵园，黎余
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李蔚如早年在日本
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孙中山的指派回
川，在涪陵建立同盟会据点，参与了同盟
会重庆支部的工作，并参加了辛亥革命，
以及此后的四川讨袁、护国、护法之役。

1924年，厌倦军阀混战的李蔚如解
甲归乡，兴办教育。后来受好友之托，李
蔚如开始主持涪陵四镇乡联团工作。

那时，正值四川党团组织初创时期，
李蔚如与革命先驱刘伯承、吴玉章、杨闇
公等人保持联系，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
革命理论，并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
重点在于联合农民，同时还应该搞自己的
武装。”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结合分析
中国革命的基础上，李蔚如认为开展农民
运动，建立农民武装至关重要。

“李蔚如较早地指出了动员农民和掌
握军队的重要性。”他的想法也得到杨闇
公等人的大力支持，并派出多人到涪陵协
助开展工作。

李蔚如很注重党对农民武装的领
导。在他开办的团练学校里，政治教官和
军事教官几乎都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担任，受训人员一律按正规军要求，成建
制训练，穿清一色的国民革命军服装。训
练内容以军事技能为主，政治学习为辅，
结业颁发毕业证书，回到本地后作农军教
官或农运骨干。在他的领导下，涪陵农民
自卫军从素质到数量都发展很快，最多时
有近万人。

在训练地方团队的同时，李蔚如也进
行着农民协会的组建工作。到了1927年
上半年，涪陵长江北岸、乌江东岸以及垫
江等地都成立了农会组织，四镇乡一时成
了川东强有力的革命中心。

率领农民自卫军支援泸顺起义

1926年12月1日，为配合北伐战争，
中共重庆地委在四川的泸州、顺庆地区举
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泸顺起
义。

泸顺起义爆发后，为了牵制军阀刘湘
的力量，打击南川、涪陵、綦江的反动势
力，南川、涪陵、綦江的党组织决定举行武
装暴动。1927年1月，正当泸顺起义军
遭到军阀刘湘强兵进攻时，李蔚如几次写
信到起义部队，请刘伯承来四镇乡主持军
务，由于每次送信人员在途中均遭捕杀，
信件被劫，李蔚如与刘伯承的联系中断。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李蔚如为支援泸顺
起义，果断率涪陵3000农军，加上南川农
军共计6000多人，组成綦南涪农民自卫
军，以李蔚如、王懋迁为总指挥，兵分两路
实施包围南川县城的计划。农军所到之
处张贴《綦南涪革命民众宣言》，受到当地
农民的拥护。

1927年3月31日，刘湘在重庆制造
“三三一惨案”，杨闇公、冉钧等人牺牲，中
共重庆地委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形势十分
严峻。涪陵成为了重庆附近革命力量最
集中的最后一个阵地，李蔚如率领的农民
自卫军，与军阀刘湘部展开对峙。

被捕后反问“四川有几个人
配当共产党员？”

1927年6月下旬，李蔚如在大顺乡
李家祠堂召开涪陵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一大批党团员和革命人士云集涪陵。刘
湘趁机派兵占领了冷水一带，摆出进攻四
镇乡的阵势。

让李蔚如没想到的是，刘湘表面上摆出
进攻的阵势，暗地里却勾结驻扎在涪陵的国
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五师师长郭汝栋。

郭汝栋曾进入四川军官速成学堂学

习，李蔚如是时任教官之一。
1927年7月3日，郭汝栋派人给李蔚

如送来一封画有三个“X”的十万火急
信。信中，郭汝栋邀请李蔚如速去同乐镇
共商军事。为此，对自己学生怀有期望的
李蔚如决定前去赴会。

吃过早饭，李蔚如带了少数警卫启程
出发。可直至天色将晚，几个满身血污的
士兵才惊慌归来，这时指挥部才得知李蔚
如被诱捕了。

被捕后，审讯官问李蔚如：“你为何要
参加共产党？”他自豪地反问：“四川有几
个人配当共产党员？”

1927年7月8日，李蔚如被押到重庆
南岸黄桷垭，考虑到李蔚如在川军中威信
极高，押送进城恐生变，刘湘随即授意将
李蔚如就地杀害。

“一生殉党国，理得而心安”

在李蔚如烈士陵园的陈列窗里，静静
躺着李蔚如就义前写给妻子罗诚壁的遗
书：“我今日死矣，一生殉党国，理得而心
安……”

“这封书信展示出李蔚如视死如归的
英雄气概和纯洁洒脱之心。”黎余说，李蔚
如就义后，家人将他的遗体运回大顺乡。

在商量下葬事宜时，罗诚壁回忆起丈
夫说过的话：“国家不强、民族不兴，我死
也要站着死。”

按照中国的传统，棺材是不会竖着埋
的，家人们也因此议论纷纷，但罗诚壁还
是坚持丈夫生前的决定。几经商量，大家
最后决定按照李蔚如生前“宁愿站着死，
不愿跪着生”的意愿，将其灵柩竖埋。

李蔚如虽然牺牲了，但他在涪陵和四
镇乡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1928
年，四镇乡爆发天宝寺起义；1929年，涪
陵爆发抗捐军起义。他所教导的一代青
年，也跟随他的革命思想，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1950年3月，西南军政委员会追认
李蔚如为革命烈士。他“宁愿站着死，不
愿跪着生”的革命意志，时至今日仍为大
家所传颂。

李蔚如：“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本报记者 李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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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巫山县双龙镇笔架村
四组。当地建卡贫困户蔡恒平前脚刚
给土鸡喂完食，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笔
架村第一书记左强就进了院子。

“老蔡，这批‘跑跑鸡’可是能帮你
打翻身仗的，你要用心。”清点完土鸡的
数量后，左强略带严肃地说，“你一定要
按照我说的方法喂，这样鸡才长得好！”

左强来自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印
务公司，鸡苗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赠送
的，他三天两头往村民家里跑，一直“逗
硬”让贫困户按照科学方法喂养。事实
上，驻村两年多来，正是靠着这种“逗
硬”的精神，左强才在这个偏远山村打
开了局面，帮助山村走上了脱贫的道
路。

“逼”村民养鸡，笔架村有了
主导产业

脱贫攻坚，产业是关键。
2017年9月7日，左强到笔架村上

任。花了一个月时间，他终于把村里的
情况摸熟了：这里地处偏远、地广人稀，
但是农户房子周边普遍比较宽敞，草料
也充足。“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养鸡是否
能闯出一条路来？”

左强把这个想法向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党委书记管洪和双龙镇党委政府
作了汇报，得到了双方的支持。2018
年初，报业集团给笔架村送来了5600
羽鸡苗，同时修建了100多个鸡舍。

但左强抛出养鸡计划时，当地贫困
户并不“买账”，有的贫困户甚至明确表
示不愿意，怕养不成功：当时蔡恒平分
到了50羽鸡苗，心中忐忑不安，多次提
出要放弃；贫困户王仁文作为重点扶持
对象分了300羽鸡苗和1000斤用作鸡
饲料的玉米，也是颇有压力。

面对这一情况，左强并没有退缩。他一开始就做好了打算，如
果贫困户不愿意养，即便是软磨硬泡，他也一定会“逼”他们养。左
强到贫困户家中做工作，来来回回十余次，把鼓励、信心挂在嘴边，
贫困户们被左强的犟劲“逼”得没办法，松了口。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鸡苗渐渐长大，蔡恒平逐渐有了信心。
“年底的时候特别好卖，我们村毗邻大昌镇，有些人走路上来自己
挑，顺带还把土鸡蛋一块买了。”蔡恒平说，50羽鸡和鸡蛋卖了
8000多元，这让他喜出望外，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左强。

村里其他贫困户养殖的土鸡也大多顺利卖出，大家都打了个
翻身仗，信心上来了，土鸡养殖成为了笔架村的一大主导产业。

发现修路过程不对劲，施工方最后返工

要致富，先修路。而道路，是笔架村的“短板”。
“路不通，做什么都困难。如果有产品想卖出去，光运费就是

一笔不小的数目，成本太高了。”左强和笔架村党支部书记陈哲辉、
笔架村村主任雷德保，以及村民们商议后，决定修路。

但修路过程中出现了岔子。原来，施工方偷工减料，在石子里
面掺杂了大量泥土。这事儿没有逃过左强的眼睛，“毕竟我曾在报
业集团管过两年工程项目，对于质量把控还是略知一二的。”

于是，左强当即让施工方返工：下整改通知，对方置之不理；向
上级反映，还是拖拖拉拉；左强被逼得没有办法，将此事向巫山县
反映，最后惊动了县级相关部门，对方才立行立改。当地一村民坦
言：“多亏左书记长了一双‘火眼金睛’，要不是他，这段路可能通了
几年就走不得了。”

这条5米宽、17.5公里长的柏油路于今年5月正式完工，让笔
架村各组的进出方便了很多，也为该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还有一个标段正在整改呢，我盯得紧，他们不敢懈怠。”左强
指着整改的方向说。

从产业到搬迁，“逗硬”的工作还将继续

在左强的努力下，笔架村的脱贫攻坚走上了正轨。今年9月，
左强驻村满两年，上级部门在征求是否回原单位工作时，左强没有
犹豫，明确表示要留下来接着干，“眼看各项工作好不容易有了起
色，很快就有更大的成效，哪里舍得走啊？我可是有一揽子计划等
着实施呢！”

今年，市委宣传部扶贫集团牵头协调绿叶义工组织给笔架村
送来了2800羽鸡苗，继续壮大笔架村“跑跑鸡”产业。

分配鸡苗时，左强又一次发挥了自己的“逗硬”精神，“村干部
主张平均分配给贫困户，我硬是没有同意，提出去年养得好的就多
分一些，以资鼓励，最后他们没有犟得过我。”

就这样，蔡恒平分得了200羽鸡苗，而王仁文则分到了300羽
鸡苗，两个贫困户双双成为了大户。

除了产业，左强还和基础设施较上了劲。巫大高速（巫山—大
昌）经过村里，是件好事，但是占地100多亩，要拆迁8户人的房子
并让他们搬迁到安置点，这是个难做的工作。

笔架村八组村民陈哲清对此有些怨气。“老陈的想法我可以理
解，他家是2016年才建的砖混结构房屋，家里有十口人，要他又搬
一次家，搁谁都有些想不通。”左强坦言，高速路一通，村里又将迎
来崭新的发展机遇，因而只能去“碰硬”。

从上个月开始至今，左强和村干部往陈哲清家里跑了十几次，
吃过闭门羹，也被甩过脸子，拍过桌子，最后还是把政策宣传到位，
让老陈一家同意搬迁。

“国庆后，我还得往他们家跑几趟，答应好了帮他们搬家，得言
出必行呀！”说罢，左强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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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强（右）在贫困户家中了解情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