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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6月18日，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迎来了15岁“生日”。
这是我国第一条跨座式单轨，也是西部地区第一条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15年过去，现在的重庆轨道交通运
营线路共有10条，日均客流量达300万乘次以上——轨
道出行不仅改变了市民的生活，穿梭于山水之间的轨道
交通，也成为我们这座城市靓丽的风景线。

拓宽精准资助途径
为贫困学生上学添砖加瓦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母
校对我的帮助，让我不用为上学发愁，
我会加倍努力地学习，不辜负学校的
栽培和老师的期望……”在南川中学

“金桥励志”济困助学金捐助仪式上，
学生小谢（化名）发表感言。

因家境贫寒、品学兼优、表现优
异，小谢不仅获得了“金桥励志”助学
金，还享受了生活补助、营养餐补助等
资助。

在南川中学，精准资助的温暖阳
光照耀着像小谢这样的学生。

长期以来，南川中学始终坚持把
学生资助工作作为“促进教育公平，办
人民满意教育”的一项民心工程来抓，
建立健全奖、助、贷、勤、补、减等多维
资助体系，设立清洁工、宿舍管理等20
余个勤工助学岗位，做到精准识别、精
准资助和资助育人，实现资助政策、资
助对象全覆盖。

以设置“‘金桥励志’基金”为例。
南川中学通过学生、教师、离退休教
师、校友等捐资筹集，组成基金来源。
金桥励志奖学金包括生活费补助、学
杂费减免、困难学生参加竞赛差旅费
补助、因灾因病学生临时性资助，由学
校财务室单独建账进行管理，专款专
用。评选的基本条件为“品学兼优，家
庭困难”，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
的原则，并设定每年的9月第二周星期
一为捐资助困日，次年举行发放仪式。

“金桥励志奖学金的设定与发放，
目的在于激励家庭困难的优秀学生更
加发奋图强，号召更多人关注教育扶
贫，支持教育建设，形成‘兴教奖学’的
良好氛围。”南川中学校长任国君说。

不仅如此，南川中学还努力盘活
慈善等领域的资源，争取到“夏仕莲山
区教育资助金”和“湛江善行天下”服
务队的资金资助，进一步加大了精准
资助的力度，传递教育扶贫正能量。

近3年，南川中学做好国家资助达
15144人次，共计1292万元；实行“金

桥励志奖学金”资助达133人次，共计
221000 元；进行学校高中学费收入
10%资助达818人次，共计544270元，
切实兑现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失学”的承诺。

筑牢控辍保学底线
不让一个寒门学子掉队

“老师，你们来了，走累了吧，快进
屋歇歇！”当南川中学初二年级党支部
书记万明元一行五人驱车、步行4个多
小时来到学生小燕（化名）家时，她的
父亲热情地打着招呼，引着老师们进
了屋。

小燕家在南川区最偏远的合溪镇
广福村的大山深处，家中一间屋子充
当了厨房、待客室、烤火屋、饭堂，房中
地面坑坑洼洼，房屋泥墙破烂。

历时一个多小时的家访，万明元
一行人了解到小燕家庭情况：爷爷奶

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父亲患病，身
体每况愈下，幺爸情况特殊，生活不能
完全自理，两个女儿一个读大学一个
读初中，一家人的重担都压在近50岁
的母亲身上，可长年劳累造成她腰椎
受损，手术后更是余力不足，家庭经济
入不敷出。

家访结束后，老师们向小燕家人
送上慰问金、生活物资。“我们一起支
持孩子读书，学校在孩子就读期间免
除一切学习和生活费用，年级部也会
进行支持帮助。”小燕的班主任时志坚
说。

这是南川中学以家访活动，推进
控辍保学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南川中学严格按照要求，
统筹安排，总体部署，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教育保障控辍保学工作，以“上门面
对面”的形式，分年级、分区域，通过

“进百村・访千家”等家访活动，加强
家庭学校联系沟通，架起了一座座密
切、融洽、互信的家校关系和师生关系

“连心桥”。
家访过程中，老师们向家长和学

生宣讲教育法规和教育扶贫政策，让
他们深入了解控辍保学工作，并将实
实在在的鼓励和帮助送到了贫困学生
家庭。

与此同时，学校与扶贫办、民政
局、公安局、乡镇等单位形成合作联动
机制，以情况摸排、数据核查、依法控
辍、情感控辍、上门劝返等举措，确保
全校义务教育学生辍学率为零，推动
送教上门质量提升。开展“关爱助成
长・留守不孤单”关心慰问活动和交
流座谈会；坚持开设心理健康和生涯
规划课程，从源头上防止学生因厌学
而辍学。

南川中学将持续开展常年化、常
态化、全员化的“控辍保学”“家访千
家”行动，助力教育扶贫不折不扣地落
地落实落细。

扶贫先扶智，治
穷先治愚。教育扶贫
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重要途径，是涉及
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
工程，更是功在当代
的千秋大计。

近年来，重庆市
南川中学校（以下简
称“南川中学”）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及市
委、市政府、区委、区
政府决胜脱贫攻坚的
工作安排，持续完善
教育扶贫工作机制，
成立由校长主抓全盘
工作，其他领导班子
成员、各班班主任具
体落实的教育扶贫攻
坚领导小组，围绕“在
精准施策上出实招、
在精准推进上下实
功、在精准落地上见
实效”的核心，打出精
准资助、控辍保学、关
爱帮扶等教育扶贫组
合拳，为贫困家庭学
生点亮了梦想的航
灯，让他们在健康、和
谐的环境中快乐学
习、成长成才。

精准资助 控辍保学 关爱帮扶

南川中学 教育扶贫铺就学子幸福路

向家长宣讲扶贫政策

“衷心感谢老师和同
学们的无私帮助，让一道
生命之光照进我的人生，
我一定会努力战胜病魔，
早日回到学校。”这是学
生小唐（化名）发送给副
校长范祖琼微信的内容。

小唐因突发恶性骨
肉瘤，暂时中断学业，家
庭贫困，导致她的家人无
力负担巨额医药费。

“孩子正遭受病魔折
磨，家庭负担已经很重，
向她伸出援手，是我们的
分内之事。”范祖琼说。

为此，南川中学向当
地教育与财政等部门申
请资助金，同时以校内募
捐、校园爱心义卖活动筹
集等举措，为小唐募集到
治疗费用 8 万元。目前，
小唐已经在北京进行阶段性治疗，病情
有所缓解。

以暖心帮扶之举，帮助突发变故学
生度过难关，是南川中学教育扶贫工作
的一个着力点。

学校不仅在校内播撒爱的甘霖，滋
润困难学生，更是将扶贫的精神，扎实的
举措，融入到校外的“对口帮扶”工作当
中。

2014 年，南川中学就与南川区福寿
镇贫困村白岩村结成一对一帮扶单位，
学校20名中层以上干部分别与南川区福
寿镇马宗村20户贫困户结成一对一帮扶
对象。

为有效推动帮扶工作，帮扶干部向
村民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相关扶贫政策，帮助解
决了部分帮扶户的用电、低保、危房改
造、发展生产和外出务工等实际问题。

此外，学校捐赠了篮球架、乒乓台等
健身运动器材和现金等共计12万多元，
与白岩村签定《产业直销意向合作书》，
订购贫困户家种养植的蔬菜、家禽等农
产品，以消费扶贫助力村民脱贫致富。

做
实
关
爱
帮
扶
行
动

用
心
播
撒
爱
的
阳
光

链
接>

>
>

陈明鑫 张骞月
图片由南川中学提供

李子坝轨道站如何实现穿楼，重庆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怎样诞生——

1515岁的二号线岁的二号线和它和它的的““成长故事成长故事””

新中国成立前
重庆就梦想拥有轨道交通

“2005年，二号线开通的时候，我是线上一名车辆维
修技术人员。”重庆轨道集团运营二公司总经理漆伟说，
15年时间里，他亲眼见证了重庆轨道交通的巨变，“当年
我们还只有二号线，如今我们有10条线，线网覆盖了主
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全域，里程总长度位居中国第六、西部
第一。”漆伟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平常也爱翻阅关于重庆
轨道交通历史资料，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重庆就想建
轨道线。

据了解，1946年4月，国民政府拟订《陪都十年建设
计划草案》，首次提出要建地铁——高速电车。

上世纪50年代，较场口开始试建地铁，由于种种原
因，工程进行了1年多后就被迫停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重庆的轨道交通建设正式提上
议事日程。1983年，《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2-2000
年）》提出建设“地下铁道”，由朝天门至杨家坪，全长约
12.2千米，该线路与目前的轨道交通二号线走向基本一
致。

不过，当时重庆考虑修建的并不是今天这样的轨道
线路，而是一条“空中客车”线路。1985年，瑞典瑞方
（VEVEF）公司的肖宾格副总裁和顾雷姆副总裁都曾来
重庆洽谈过修建“空中客车”的事宜。

没想到这与重庆当时的想法很合拍，双方就此展开
了进一步论证。瑞方公司提出的“空中客车”是一种客货
两用的高架运输系统，车辆悬挂在缆索上运行，可以缓解
当时重庆交通客流拥挤的情况。

不过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市轨道交通院士专
家工作站站长沈晓阳，也是重庆轨道交通的首批建设者，
他曾表示，上世纪80年代的重庆确实考虑过空中客车、
地铁、轻轨、单轨等多种轨道交通，最终还是选择了现在
的跨座式单轨。

沈晓阳表示，重庆的地形十分特殊，在重庆建轨道交
通不仅要上天入地，还要过江，从建设成本、绿色环保等
多方面考虑，跨座式单轨是最合适的选择。“我们在调研
中发现，单轨的建设周期快，既环保又美观。”

在二号线李子坝轨道站，随时都能看到不少旅客拿出手
机，记录下轨道列车穿楼的奇观。

事实上，这是基于重庆独特的地形地貌充分利用空间
的设计体现。但是，要实现列车穿楼的构想，技术并不简
单。

重庆轨道集团原副总工程师、专家办主任张乃基曾回忆
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重庆组织过专家团队两
次赴日本，考察日本的轨道交通。日本的单轨列车很有特色，
能转小半径、爬大纵坡，非常适合重庆。”

不过，日本方面却不这么看。1989年秋天，时任日本单
轨协会技术部部长石川正和来到重庆进行现场考察，却得出
了否定结论。当时设想采用轻轨制式的线路是现在的地铁一
号线，而这条线路隧道占了70%，并不能充分发挥单轨特
点。此外，石川正和认为以重庆当时的经济条件，引进单轨技
术还为时尚早。

重庆并没有放弃努力。时任重庆市公用事业局局长的王

根芳去日本找到石川正和，以现在二号线为对象再次商讨引
进单轨的具体方案。石川正和这次改变主意了，理由是这条
线路沿嘉陵江运行，依山傍水景观优势明显，很适合单轨制
式。

方案敲定了，接下来的难题是施工。就以轨道穿楼为
例，如何通过才不影响楼栋结构？李子坝站设计团队负责
人、重庆大学土木学院叶天义老师介绍说，当时采取了车站
与商住楼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用的方式。由于采用
了“站桥分离”的结构形式，轨道车站桥梁与商住楼结构支
撑体系分开设置，有效解决了两者结构传力及振动问题。
同时，单轨列车采用低噪音、低振动的充气橡胶轮胎和空气
弹簧支撑车体，最大限度减小了列车行驶带来的振动和噪
音影响。

其实当年困扰二号线建设的，除了技术难题，还有资金短
缺的难题。重庆最终采用了贷款与内配资金相结合的方式解
决。二号线总投资约43亿元，内配资金中，市级财政需匹配
17亿元作为项目启动资本金。“有了这市级财政匹配的17亿
元资本金，商业银行才能给轨道建设贷款。不过，市政府经过
努力仍有6亿元缺口，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得知后向总
行争取政策，发放了6亿元贷款，这才筹足了建设资金。”当年
参与过二号线建设的一名负责人说。

施工技术难度大
建设资金多方筹措

95%设备国产化
三大关键技术走出国门
15年后的今天，重庆95%轨道设备已实现国产化。其中，

单轨的三大关键技术：pc梁、道岔、车辆制造已走出国门，出口
到了韩国、巴西、越南、印度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5
年二号线通车时，被称为轨道“大脑”的控制系统和“心脏”的传
感系统目前也已实现“重庆造”。

漆伟表示，15年来重庆不断开展技术攻关，对单轨交通进
行技术改造。

例如，二号线1号和2号列车最初是从日本进口，从3号车
开始，就实现了国内生产，设备维护也由本地负责。

轨道列车的轮胎也实现了国内厂家生产。漆伟告诉记者，
国产轮胎的花纹抓地力更好，使用寿命也从原来的10万公里提
高到了20万公里。

事实上，重庆还对轨道的道岔进行改进。本地企业研制出
的可挠型道岔目前已应用于其他单轨建设中，这种道岔梁左右
的导向面板和稳定面板同时挠曲成规定的圆滑曲面，车辆通过
时就会更加舒适稳定，大大降低震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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