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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重庆日
报记者近日在潼（南）荣（昌）高速公
路施工现场看到，潼荣高速公路工程
已进入扫尾阶段，沿线部分工人正在
安装护栏、实施服务区绿化等。“沿线
路面、绿化带、边坡防护等已完工，重
庆首条绿色高速——潼荣高速年底
就可通车。”负责建设管理的中铁建
重庆投资集团铁发建新高速公司相
关负责人称。

“潼荣高速是重庆市唯一入选交
通运输部绿色公路建设典型示范工程
的高速公路。”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铁
发建新高速公司相关人士介绍。

据了解,潼荣高速从规划、设计，
建设、施工、运营、管理到养护全过程
均按照绿色高速标准建设，60项举措
保障公路“绿色基因”。

路面采用三种环保材料：温拌沥
青、橡胶沥青混凝土和泡沫沥青混凝
土。橡胶沥青不仅可以提高路面的寿
命，减少路面裂缝，还可降噪，提高路
面行车舒适性。温拌沥青施工过程
中，可将沥青烟气浓度减少 80%以

上，减少有毒气体排放约90%。
潼荣高速通过创新施工方式，实

现弃渣变废为宝。
曾家山隧道开挖时，按照原设

计，需30多亩土地堆放弃渣。施工
方则创新性地在隧道出口设置了一
个弃渣分捡场，将开挖过程产生的石
块等弃渣再加工成碎石、砂子、片石

等材料，实现废物再利用。此举弃渣
利用率达到100%，使得总投资2亿
多元的曾家山隧道可综合节约成本
400万元。

“力争实现边坡零裸露、隧道零弃
方、污水零排放、洞口零开挖。”中铁十
五局人士称。

目前，潼荣高速四川段（连接荣昌

段）正在加快推进，有望与潼荣高速同
步建成通车。

“潼荣高速通车后，潼南至荣昌车
程将由现在的2个多小时缩短至1个
小时。”市交通局相关人士表示，将形
成四川南充，重庆潼南、大足、荣昌以
及四川泸州（泸县）之间最快捷的对内
对外通道。

边坡零裸露 隧道零弃方 污水零排放 洞口零开挖

60项举措保障潼荣高速“绿色基因”

□本报记者 左黎韵

84岁的易禄亨精神矍铄，胸前的
军功章格外引人注目。

在朝鲜战场上，他和战友们一次
次穿越生死线，与敌人浴血奋战，被授
予“人民功臣”称号。退伍后，他回到
家乡，扛起农村建设的大旗，主动拿出
伤残复员费，带领村民引水、修路。如
今，耄耋之年的他还一直保持战斗状
态，经常为村里的发展出谋划策，做好
年轻干部的“传帮带”。

“我要让革命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
地传承下去，为理想奋战到底。”易老的
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着。

童年经历
播种下信仰的种子

1935年，易禄亨出生在涪陵区百
胜镇隆兴村一户贫苦农家。在家中，
他排行老大，有9个弟弟妹妹。他的
整个童年，伴随着是一段挥之不去的
阴影——5岁那年，父亲为了躲避国
民党抓壮丁，当着他的面自残了左
眼。所幸，村里有个姓马的医生帮他
父亲治伤，在马医生的悉心照顾下，父
亲的伤口终于愈合。

马医生很特别，他不但医术高明，
还懂得许多道理，村里的孩子都爱跟
着他学文化。一天，马医生在黑板上
写了“谁养活谁”几个大字，问孩子们：

“有的人不劳动为啥粮食堆成山？有
的人不劳动为啥房子高又宽？”孩子们
纷纷摇头。易禄亨回家问爷爷，爷爷

悄悄指了指地主家，他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地主在欺负穷人。

马医生在易禄亨幼小的心灵里播
种下信仰的种子，他逐渐明白“共产党
推翻旧社会，消除地主剥削，就是要让
老百姓翻身做主人，过上好生活。”

1949年11月，涪陵解放。易禄亨
作为村里的儿童团长，敲锣打鼓迎接了
解放军进村。当时，土匪“刀儿教”还盘
踞在当地山区，易禄亨给解放军带路，
协助他们剿灭了土匪，排长张速青对
他的英勇表现赞不绝口。这次经历使
他萌生了当兵的想法，“我要保卫胜利
果实，让老百姓不再受穷受压迫。”

机会很快来了。1951年初，镇里号
召年轻人参军入伍奔赴抗美援朝战场，
易禄亨瞒着父母去报名。那时，他才15
岁，招兵的人瞅了瞅眼前这个黄毛小
子，连连摆手：“小鬼，你年纪太小，还是
等几年再来吧。”可易禄亨不甘心，他守
着招兵处的大门，迟迟不愿离去。这
时，已升任连长的张速青恰好路过，了
解情况后说：“这个兵我要了。”

就这样，易禄亨挥别了父母，和战
友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

英勇奋战
他是“人民功臣”

位于北朝鲜境内的月峰山是朝鲜
战争中重要的军事防线。1951年10
月，敌军集中兵力对月峰山发起进
攻。易禄亨主动申请参战，坚守在月
峰山一个前沿阵地。战斗持续了五天
五夜，情况最危急时，敌军距离他们的

作战暗堡仅50米，他和参谋长紧密配
合，一人拉导火线，一人掷手榴弹，与
敌人殊死搏斗，终于守住了阵地。

这是易禄亨第一次上战场，他将
真实战况写信告诉了父母：“……风吹
裂了我的脸，霜雪冻伤了我的手脚，但
我心里还是热的，因为我有一颗赤诚
的心。爸爸妈妈，孩儿在部队学习了
很多革命真理，知道为谁当兵，为谁牺
牲。如果我有不幸，你们不要悲伤，为
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后来，这
封家书被刊登在《志愿军前线战报》
上，震撼了全军指战员的心灵。

1952年10月，易禄亨所在的部队
正在怀阳县三阳里战备练兵，突然遭到
敌军轰炸机袭击。一位朝鲜老大娘的
房子烧了起来，老大娘大喊救命。易禄
亨来不及多想，抱起一床被子，在水里
浸透，顶在头上就冲进屋里，把老大娘

背了出来。屋内还有个两岁多的孩子，
易禄亨顾不上全身烫起的血泡和剧痛，
再次冲进火海救出孩子。婆孙得救了，
他却晕倒在地，被送往医院抢救了9个
小时才苏醒过来。他的英勇行为感动
了朝鲜军民，1952年12月6日的《朝鲜
人民日报》头版以《烈火炼真钢》为标
题，称赞易禄亨为“中国好儿女”。

1953年7月，金城战役桥岩山进
攻战打响，当晚，易禄亨带着全班12
名战士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发起进攻，
他们的任务是炸毁敌人依山而建的5
座暗堡。敌人的重机枪不停地扫射，
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只剩下易禄亨，他
的左脚小拇指被炸飞了半截，身上还
有其他伤，而还有最后一个暗堡没有
攻克。眼看大部队就要冲锋了，紧急
关头，易禄亨抱起最后一根爆破筒，绕
到暗堡顶部，使劲将爆破筒的尖端插

入暗堡，用力拉下引爆绳，迅速扑倒在
地翻滚开去。随着“砰”一声巨响，敌
人最后一个暗堡被端掉，而易禄亨却
被炸飞的泥土埋住，失去了知觉，他因
此落下了颅骨折裂和脑震荡的残疾。

由于在轿岩山攻坚战中表现突
出，易禄亨荣立“一等功”，并被授予

“人民功臣”称号。1954年，他光荣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艳的党旗下，他
作出了人生庄严的承诺：“永远跟党
走，忠于党、忠于人民，要为党和人民
的事业战斗到底，直到最后一口气！”

伤残复员
他用一生践行承诺

易禄亨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践
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957年，他伤残复员回到家乡，
先后担任了涪陵区百胜镇红花村、大
石村、隆兴村党支部书记和隆兴村村
委会主任。在村干部岗位上，他牢记
入党誓言，为让村民过上好日子继续
奋斗，这一干就是30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农村地
区基层党组织力量薄弱，涪陵区百胜
镇，红花村、大石村、隆兴村三个村仅
有9名党员。担任村支书后，易禄亨
决定夯实基层党组织力量，以党建引
领农村发展。

他来到村民家中，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动员年轻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随
着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他又在村里
率先建立起党支部。后来，红花村、大
石村合并至隆兴村，由易禄亨带头组

建的党支部共发展党员20余名。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作为

村党支部书记，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易禄亨一刻也没敢闲着。上世纪七十
年代，隆兴村饮水困难，村民们要走很
远的路挑水喝，易禄亨主动拿出自己
的伤残复员费和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
来的部分积蓄，整修了一口山坪塘，解
决了村民人畜饮水和50亩农田灌溉
难题；村民们反映路不好走，他又毫不
犹豫地拿出剩余积蓄，带领村民挖泥
巴、抬石头，不管天晴落雨，苦干实干，
终于打通了第一条出村公路；上世纪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隆
兴村，他坐不住了，在村里推行包产到
户，发动党员带头种植榨菜。

“我那时觉得，国家不富裕，老百
姓有困难，共产党员就应该站出来，尽
自己力量解决问题。”回忆往昔，老人
用质朴的语言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
心。在易禄亨的带领下，隆兴村成为
当地农村改革的典范，村民们干劲十
足，村里不仅发展起榨菜产业，村集体
还创办了企业，上世纪80年代，隆兴
村就实现了整村脱贫。

从村干部岗位上退下来后，儿子本
想将他接到主城享清福，但易禄亨却闲
不下来。“老爷子可是我们村里人人敬
重的‘老革命’。”说起易禄亨，隆兴村现
任村支书易利奎告诉记者：“前几年，村
里扩建公路，有几户村民心中不满，多
亏他回村主持公道，事情才算摆平。”

到隆兴村走走看看，为家乡发展出
谋划策，当好年轻干部的参谋……易禄
亨的晚年生活依然忙碌。“人老心不能
老，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我要一直
保持战斗状态，把党的事业贯彻到
底……”采访接近尾声，易禄亨的故事却
没有结束。为理想，他还要继续战斗。

易禄亨 为理想战斗到底的志愿军老战士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2月
11日，重庆应用数学中心在重庆师
范大学揭牌成立。该中心将作为数
学科学与数学应用领域重要研究和
交流平台，加快提升基础研究领域特
别是数学领域支撑重庆创新发展的
能力和水平。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
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潜心加强基
础科学研究，对数学、物理等重点基
础学科给予更多倾斜”。今年7月，
科技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数学科学研究工作方案》，提出支持
地方政府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建设应用数学中心，搭建数学科学与
数学应用领域的交流平台。

今年9月，重庆师范大学牵头建
设重庆应用数学中心，由国际系统与
控制科学院院士、重庆师范大学副校
长杨新民教授担任中心主任，联合中
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大学、陆军军医
大学、中国科学院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应用数学所、重庆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港务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猪八戒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材
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等高校、院所、企
业的高端研究平台和人才团队共同
建设。

据介绍，重庆应用数学中心作
为环重庆师范大学前沿交叉生态圈
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将围绕信息
科学、经济金融、先进制造、智能交
通、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产业需求凝
练数学问题，加强应用数学和数学
应用研究，帮助解决一批事关重大
科技任务、重大工程、区域及企业发
展重大需求的关键数学科学问题，
实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应用落
地，为重庆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源头
动力。

重庆应用数学中心学术委员会
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表示，
中国要打破技术发展瓶颈、实现自主
知识产权，一定要有应用数学支撑，
很多学科发展都需与数学学科相交
叉。在他看来，通过地方政府、高校、
院所、企业联动参与应用数学中心建
设，能更好地推进数学与工程应用、
产业化的对接融通，提升数学支撑创
新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重庆应用数学中心成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实
习生 胡莉雯）12月4日下午，九龙
坡区西彭镇党委政府收到了一面日本
客商送来的锦旗，上面写着“情系企业
排忧解难，服务发展真抓实干”。这位
日本客商为啥要送锦旗？这事还得从
西彭镇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开展集中走访，精准服务民营
企业的活动说起。

送锦旗的是重庆东京散热器有限
公司（下称东京散热器）董事总经理儀
间胜彦，来自日本。东京散热器是一
家中日合资企业，成立于1999年，位
于西彭镇，主要生产卡车及工程机械
车用散热器等。

11月11日，西彭镇人大主席罗
小林一行到东京散热器进行走访。罗
小林开门见山说道：“有啥困难和问
题，你们就直说！”

“产品销售有所下滑。”去年，儀间
胜彦赴重庆担任东京散热器董事总经
理后，把拓展专门卡车散热器市场作
为业务扩销突破口，可多方努力下仍
毫无进展。

过去，东京散热器的产品主要用
于日系客车。公司副总经理蓝永义透
露，公司很想成为重庆一家卡车企业

的供应商，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渠道与
该企业取得联系。

罗小林了解情况后说：“我们中国

有个词叫‘曲线救国’。你们可梳理一
下这家企业有哪些合作伙伴，看能否
通过我们的推荐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或许有意外收获。”

蓝永义当即说了几个这家卡车企
业的合作伙伴。罗小林发现，他的一
个亲戚正好在其中一家企业任职。罗
小林随即拨通亲戚电话，请对方牵线
搭桥。

在罗小林的亲戚帮助下，东京散
热器很快与这家卡车企业取得了联
系。

11月27日，儀间胜彦带队前往
该卡车企业参观考察，初步达成了合
作意向。蓝永义称，如果此次合作成
功，这将是东京散热器走向专门卡车
散热器市场的第一步，销售业绩也将
增长20%左右。

儀间胜彦非常感谢西彭镇党委
政府为他们排忧解难，便决定用中
国传统送锦旗的方式对其表达谢
意。

“感觉政府距离企业很近，随时都
在我们身边。”儀间胜彦告诉记者，西
彭镇特别关心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政
府干部随时走访企业了解困难，帮助
解决融资难、用工难、出行难等问题，
并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规避了风险、
促进了发展。他深刻感受到，“重庆发
展特别快，就得益于越来越好的营商
环境。”

“感觉政府距离企业很近，随时都在我们身边”

日本客商送锦旗点赞西彭营商环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12月6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云阳县文旅委获悉，云阳旅
游“十个一”文创产品历时一年多的
创作终于完成。“十个一”文创产品将
会改变过去游客来云阳旅游后纪念
品、文创品缺乏的局面，为每一位来
云阳的游客提供最具内涵和纪念意
义的“云阳旅游回忆之礼”。

云阳县文旅委主任林冬利介绍，
“十个一”文创产品是：指云阳旅游新

版宣传片、云阳旅游微电影《阶梯爱
情》、云阳旅游原创歌曲、《大爱云阳》
邮册、《大美云阳》画册、云阳文化旅
游内刊、云阳故事连环画册等十个完
全以云阳文旅元素为基础、全面展现
云阳文旅精神的作品。

林冬利介绍，云阳旅游“十个一”
系列文创产品的定价、销售及购买方
式已在12月9日举行的“云阳旅游

‘十个一’文创产品成果发布暨2020
年旅游年会”上公布。

云阳“十个一”文创产品让旅游更有内涵

潼荣高速全长138.45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双向4车道,预计年底通车。图为体现绿色理念的潼荣高速公路
荣昌段。 特约摄影 钟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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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王天翊）12月11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武汉理工大学
重庆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近日
在两江协同创新区正式注册成立，将
引入武汉理工大学17个拟孵化项
目，并在未来5年内建立6个研发中
心或实验室，同时孵化产业化项目
22个。

据介绍，按照规划，研究院将围
绕新能源、新材料、汽车摩托车、船舶
与动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与
两江新区开展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
转化、创新创业、科技孵化、人才培养
与培训，深度融入两江协同创新区建
设。研究院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
成为“国内一流、特色鲜明、在中西部
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新型研发机
构。

研究院执行院长马千军告诉记
者，武汉理工数字传媒、古奥科技大
数据平台等优质产业化项目将先期

落地两江新区。其中，武汉理工数字
传媒项目，将按照“平台+联盟+基
金”模式，建设西南地区出版融合运
营总部和西南地区内容产业联盟，形
成出版融合产业链，带动国家文创产
业基金与社会文创资本；古奥科技大
数据平台，将搭建和完善基因大数据
分析平台，面向全市乃至西部地区开
展基因科技大数据分析业务，逐步建
立大数据研究院，设立博士后流动
站。

据悉，今年以来，武汉理工大学
已经与果园港、长安汽车等9家重庆
企业开展了合作，涵盖智能网联汽
车、智慧交通、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马千军表示，上述合作领域十分
吻合重庆及两江新区的产业发展方
向，相关的深度布局也将在项目全面
落地后陆续展开。武汉理工大学将
充分整合资源，联合重庆当地的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及重点企业，走协同
创新之路，实现共同发展。

武汉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成立
将引入17个拟孵化项目

儀间胜彦（右一）向李锡智赠送锦旗。 通讯员 刘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