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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村落

天池苗寨海拔1100多米，云雾缭
绕，风光独特，被国家住建部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今年50多岁的罗兴林从小在苗寨
长大，和大多数人一样，他年轻时就出
门在外打工。“家里有两幢房子，但都年
久失修，勉强能用。一栋老人们住，另
一栋则是猪圈、杂物间。”罗兴林说，村
里没有产业，大家都搞养殖，粪便弄得
到处都是，垃圾也随处扔，到处都臭烘
烘的。

2017年开始，罗兴林回乡时发现了
村子的改变，特别是人居环境的改变，

“寨子里的泥巴路都变成了水泥路，同
时村里还开始对寨子环境进行整治。”

“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文
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切实加
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文件
精神，我们大力加强天池苗寨传统村落
保护，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其可持续发
展。”武隆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比如，在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
上，针对每家畜圈分散造成的脏乱臭问
题，村里建设了一个集中畜圈以及粪
池，进行统一养殖和清理；针对过去饮
用井水存在的安全问题，村里新拉了一

条自来水管道，让更多人喝上安全水；
针对垃圾和污水问题，村里建设了污水
处理厂，同时实现了每天垃圾集中清
运。此外，村里还建设了5G通讯基站，
解决了通讯难题……

环境改善的同时，还需要保护文化
遗产。基于此，武隆区住房城乡建委为
天池苗寨提供科学指导，全面保护其文
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传统建
筑等，有效修复了历史环境要素。

如今的天池苗寨，既保留了传统苗
族文化风格，是重庆保存最完好的少数
民族传统民居建筑群之一；又通过改善
人居环境，变得更为宜居。

“共同缔造”解难题

改善环境是好事，不过也难免“麻
烦”。面对这些“麻烦”时，村民们偶尔
也不大乐意。

比如对于影响环境的养殖问题，村
里决定寨下规划统一的养殖场地，这让
许多村民不乐意了。“闹得凶哦，大家都
嫌麻烦不愿搬。”村民罗元发回忆，最终
还是由寨民理事会牵头，党员干部率先
行动，大家才逐步将牲畜搬至山下。

罗元发所说的寨民理事会，则是天
池苗寨应用“共同缔造”理念，将政府、
企业、村民融合，共同推动乡村建设的
创新组织方式——由乡党委政府牵头，
通过农户户长会自发讨论，选举8位成
员成立天池苗王寨村理事会，落实协调
天池苗寨旅游发展、监督工程施工质量
等职责，并讨论出台天池苗王寨《公约
十条》，规范寨内管理制度。

“为更好建设苗寨，根据自愿原
则，我们成立了天池苗寨专业合作社，
将苗寨内44户村民的房屋、土地、森
林等资源按照10年评估价格折资521

万元，占股62%入股，使农民变股东，
每年合作社给股东按照股份固定分
红。”刘加海介绍。

在此基础上，在理事会牵头下，天
池苗寨开始升级改造寨内农户庭院。
理事会通过与喀斯特旅游公司对接，依
托苗寨传统风貌优势，精心规划设计天
池苗寨农户庭院，通过修建院前花坛、
集中搬迁畜圈、电力线路下地等措施，
完善寨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美化环境

卫生，打造最美风情苗寨。

产业支撑未来发展

基础设施齐了，居住环境好了，
苗寨要持续发展，还需要产业的支
撑。旅游产业则成为苗寨的发展方
向。

“天池苗寨发展旅游，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刘加海介绍，苗寨中房屋
因地势而建，清一色木质吊脚楼，四角
吊檐微微上扬，极具特色，先后获得

“中国绿色村庄”、“重庆市特色景观名
村”、“重庆市历史文化名村”等称号；
同时，寨内民族文化流光溢彩、底蕴深
厚，“后坪山歌”、“后坪唢呐”、“后坪木
器”、“神豆腐”、“嘟巴”、“木姜籽油”、

“布艺”等市级、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这里积淀传承。随着今年 6 月底
S521江后公路建成通车，苗寨到武隆
城区距离缩短为 67公里、1.2 小时车
程，到重庆主城距离缩短为 3小时车
程，游客出入也更加方便。

基于此，天池苗寨在保护原有特
色基础上，打造了民宿度假住宿区、苗
医苗药体验区、特色美食加工区、民俗
文化体验区和田园山野游憩区等；同
时，还恢复了苗家古式榨油坊、酿酒
坊、面粉坊、苗药坊，建起茶肆、酒店、
练歌坊和儿童乐园等供游客参与、互
动、体验项目10余个。截至目前，已
建成星级农家乐20家，中高端民宿住
宅 50栋、床位 500 张，具备日接待游
客2000人的能力。

村民罗元发回到家乡，将房子整
修一新，上下共两层、10间房。“以后
我不出去打工了，在家搞农家乐。”他
介绍，他还将闲置的 7间房租给旅游
公司，一年仅是租金能收2万多元。

天池苗寨只是后坪乡打造的旅游
景点之一，当地还有世界唯一的冲蚀
型天坑群以及原始森林、石林等自然
景观，因此发展乡村旅游是今后的重
点。围绕这一重点，全乡近年来布局
了茶叶、蔬菜、水果等配套产业，去年
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984元。

贺娜 刘廷

武隆后坪乡
传统村落蝶变升级 村民幸福指数提升

今年国庆，位于
武隆区后坪苗族土
家族乡的天池苗寨
正式开寨迎客。走
在苗寨里，飞檐、斜
面、小青瓦，工艺精
湛，古色古香；餐饮
店、小吃店、咖啡店、
民宿，应有尽有。

“你看这个咖啡
店，是由村民废弃的
猪圈改造而来的；这
家民宿，过去则是村
民的杂物房……”后
坪乡乡长刘加海一
边介绍眼前的建筑，
一边细述它们的历
史和改变。

带来这种改变
的则是后坪乡运用

“共同缔造”理念，为
天池苗寨带来的改
革，这不仅改变了落
后的村落，更是提升
了村民的幸福指数。

民宿大院 摄/贺娜

云上苗寨 摄/彭沁弘

田园水寨 摄/彭沁弘

为什么选择重庆十一中

“孩子们，恭喜你们离梦想又近了
一步！”今年10月，在重庆十一中的文
益堂内，18名少年身姿挺拔，胸带红
花，从海军领导手中郑重地接过海军
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从这一刻起，他
们将成为未来祖国海军崛起的新生力
量。

据了解，首届从海军航空实验班
毕业的优秀学员，历经3年培养，全部
以骄人的成绩被海军航空大学录取。
其中赵明星同学被清华大学，周清源、
万竞天同学被北京大学双学籍培养录
取。

“首届海航班毕业生质量大大超
出预期目标，标志着军地合作培养国
防人才的探索初显成效。”重庆十一中
校长钟进友说，相信未来，海航班还会
给世人带来更多的惊喜。

时光回到3年前，为什么面对众
多名校，海军会选择重庆十一中作为
人才培养基地？

“海航班的今天离不开各级政府
的关怀和支持。”学校负责人认为，考
察之初，市教委给予学校展示机会和
平台，南岸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大

力支持，区教委积极响应、全力配合、
指导学校，加上学校的精心准备，为入
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能从重庆诸多优秀学校中脱颖
而出，与重庆十一中多年办学积淀密
不可分。”业内人士分析，学校素以校
风好、教风严、学风浓、师资强、质量高
而远近闻名。近3年，学生在各类科
技创新比赛中获得国家级以上奖励
29项，市级以上奖励215项;2018年，
仅在全国五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便
有16人获省一等奖，2人获得国家级
银牌。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博文修德，
精益求精”的办学理念，坚持“创新、多
元”为引领，强化立德树人育人导向，
注重爱国情怀和理想信念教育，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全面发展等为人所称
道。学校倡导的大阅读活动，推动了
阅读与学科融合。在全国性质的创新
作文大赛、国学大会等比赛中，获得国
家级以上奖项达到了150余人次。

最后，学校集团化办学模式已初
具规模，为海军航空实验班的成立创
设了良好的硬件设施条件；学校近些
年走出去的大批飞行员的客观事实，
也坚定了海军和市教委将海航班建在

十一中的信心。

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挑战

“海航班对普通高中的人才培养
模式绝对是一大挑战。”分管教学的副
校长李顺林认为。

舰载机飞行员向来被称为王牌中
的王牌，飞行员中的精英。以飞行员
降落为例，要从空中以220公里以上时
速，对准只有200多米跑道的航母，并
准确勾住拦阻索，被称为“刀尖上的舞
蹈”。用行话说，培养一名舰载机飞行
员所需等重的黄金，难度之大、代价之
高。

海航班开班以来，除了常规高中
生应掌握的文化知识学习外，严格的
体能训练、军事化管理、飞行课程也成
为海航班的重要部分。

一早一晚，校园运动场都能看到
一抹抹海军蓝的身影穿梭其间，日复
一日进行各种操练。

身体素质是一道严格的硬指标，3
年的体能训练，通过长短跑锻炼速度
与耐力，俯卧撑、平板支撑锻炼手臂、
腰腹等身体力量，浪木、滚轮、旋梯等
海、空军必备的军事训练项目，增强抗
眩晕功能……每周体育锻炼和军事训
练时间达10小时以上，每学期1～2次
的长距离拉练活动，夯实学生体能基
础。

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从寝室可见端
倪。深蓝色被盖叠成军人式的小方
块，与被盖颜色一样的床单理得平平
整整；一模一样的漱口杯整齐一排，又
是一模一样的牙刷和牙膏对齐一个方
向摆放；五把椅子齐整倒放在书桌上，
无一随意摆放的物品。

飞行原理、航空气象、舰船知
识……涉及到航空飞行的知识在海航
班都有所涉猎，为同学们专属的海军
航空活动室，在这里可以登上模拟的
飞机驾驶舱，学习简易的驾驶与瞄准、
射击。室内还有大屏幕、救生艇、氧气
面罩、飞机坦克模型等教学配套。

每年暑假的常德基地飞行体验活

动是学生最期待的，“踏上舵板，握住
操作杆那一刻，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
心脏的搏动。”“扎进云中，一束阳光
射进来，发出七色的光，感觉进入时
空隧道。”“连续俯冲跃升，超重感把
我的头紧紧地压在椅背上，这比坐过
山车刺激多啊。”……这一幕幕飞行
体验场景都是海航班同学的亲历，与
同龄人相比他们无疑太幸运了。

此外，除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学
校不忘为每个学生制定特长发展课
程，开设书法、摄影、军事、海洋地理
等92门校本课程，成立了“海航合唱
团”和“海航演讲团”，设定“一生一特
长”发展目标，每学期一天的德育实
践课……力求让学生成长为高素质
全能海航后备人才。

厚植家国情怀
坚定理想信念

在学校看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
深厚的家国情怀是海航班同学必备
的精神品质，如何培养一批思想过
关、敢于担当的热血男儿？

在首届海航班海军飞行学院录
取通知书颁发仪式上，向泓宇作为学
生代表发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谁能想到，这位气质出众的少年
却曾是让老师头疼不已的“问题学
生”。

“新生报到时，我一副玩世不恭
的样子，在招生体检时甚至顶撞过带
队老师。”回忆起3年前的“年少轻
狂”，向泓宇坦言自己都“不忍直视”。

“爱国首先要让学生学会自尊自
爱。”朱习江说，老师们轮流做向泓宇
的思想工作，让他意识到自己不文明
的行为，同时不断挖掘他身上的闪光
点，用爱与宽容来鼓励他、引导他。

3年后，当向泓宇收到来自海军
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悄悄准备
了一束美丽的鲜花，守候在校园门
口，为长久以来辛苦付出的老师送上
最真挚的感谢和祝福。

爱己、爱家、才能爱国。学校从

一件件小事做起，一个个细节入手，改
变影响学生。

朱习江老师还记得，刚来时，一位
学生整理内务一个月9次不达标。月
底，她从他的床上收出一大堆东西，提
到办公室。这个学生还非常生气，甚
至打了110，说东西不见了。经过几
次“交锋”后，这位同学完全变了，内务
整理井井有条，身姿挺拔，一副准军人
范儿。

“3年下来，感觉他懂事了，不仅
学习刻苦，回家还积极做家务，对父母
特别孝顺。”来自南岸区的一对夫妇，
谈到自己海航班的儿子特别骄傲。

育人先育德，育德先育魂。学校
开展常态化的爱国教育和理想信念教
育活动，渗透到教育教学各个方面，升
旗仪式、主题班会等活动正面教育学
生。还有具有海航班特色的《海航大
讲坛》，特意将党课引入，强化理想信
念教育。

传递海军军旗活动，大合唱、演讲
比赛、写给未来的自己书信活动……
形式多样的德育主题教育，让学生逐
渐从懵懂的青涩少年蜕变为有理想有
担当的预备军人。

《我和我的祖国》专场观影活动让
海航班学子感受到祖国70年的沧桑
巨变，也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担
当。在致敬先烈活动中，同学们重温
民族经历苦难历史，深刻理解革命志
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初心……爱国主
义情怀在海航学子心中扎根、生长、沉
淀，并随着他们展翅飞翔，一飞冲天。

“期望我们的努力，让更多有志少
年梦圆蓝天，为守卫祖国疆土、早日实
现中国梦贡献教育人的一份力量。”钟
进友说。

未来，伴随海航实验班建设的逐
步成熟，加之2018年学校正式挂牌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附属科技
中学”，一文一武，双星闪耀，重庆十一
中将继续发挥优质中学的辐射作用，
投入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滚滚洪
流中。

姚兰 刘洋 图/李显彦

70年沧海横流，
70年风云际会，
70年筚路蓝缕
……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建军70周年。作为一个拥
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
300 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的
海洋大国，建设一支以航母
为核心的强大海上力量，一
直是中华民族洗刷百年耻
辱、捍卫海洋主权的不灭梦
想。

如今,经过几代中国人的
努力，第一艘航母赫然入列，
自主研制的第二艘航母下水
海试……从无到有、从有到
精，中华儿女一步步攻坚克
难，打造出镇守海疆的国之
重器。

然而，从航母梦、强军梦
再到中国梦，依然任重而道
远。航母要真正形成战斗力
离不开大量舰载飞行员的培
养，需要我们拓宽舰载机飞
行员的培养路径。

2016 年 4 月 14 日，重庆
十一中海军航空实验班正式
建立，成为全国第3所、西南
第一家海军招飞生源培养基
地，率先在重庆教育领域开
启军地合力培养国防后备人
才的先河。

海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

展翅高飞 他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揭开重庆十一中“海航实验班”的神秘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