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渝北区兴隆镇杜家村，常常能看到一个
骑摩托车走村串社的人，身后还随时挂着一顶
草帽。不管是烈日还是下雨，草帽往头上一戴
就扎进工地。

这个人就是兴隆镇杜家村的村支书李跃
文。他一干14年，四处筹资为村民修路搭桥，
摩托车都骑坏了4辆。如今，杜家村修了一条
路、三座桥，出行条件大大改变。

粮食运不出去的苦恼

47岁的李跃文，199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已有18年党龄。2003年，李跃文当上了渝
北区兴隆镇杜家村的村支书，一干就是14年。

刚上任时，杜家村的交通条件不太好，没
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从杜家村到甘坝子，都
是爬坡上坎，一到下雨，土路上全是泥巴。短
短三四公里的路，有时候要走两个小时。

“一定要改变这个出行难”，李跃文反复思
量之后，决定发动村民修路，他一边跑镇政府
争取资金，一边发动村民筹资筹劳。

听到要修路的消息，村民们很高兴，都积
极支持。2006年，杜家村到甘坝子的路动工
了，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一条3.5公里的水泥路
终于修通。以前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现在开
车或骑摩托车只要几分钟。

路修好后，村民除了种植传统农作物，还
发展起了养殖业，商户的车辆可以直接开到农
户家门口，运走蔬菜、粮食和牲畜。这条路的
建成，不仅改善了出行，还增加了农民收入。

一条河阻断的出行路

杜家村有条后河，后河很美，但却把杜家

村“一分为二”，阻断了村民的出行路。从北岸
到南岸，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小路。村民为了要
快速过河，就在稍浅的地方间隔放上大石头，
踩着这样的“跳蹬”过河。但一遇到涨水，村民
就没法过河了。

为了解决村民过河的问题，李跃文又骑着
摩托车“跑”起来，到处争取项目支持。在渝北
区水利局的帮助下，杜家村要建两座桥，一座
公路桥、一座人行专用桥。

去年，这两座桥开建了！其中，人行专用
桥今年4月建成完工。不远处的公路桥有双
向两车道，预计今年底就能通车。“有了这两

座桥，再也不怕涨水没法过河了”，李跃文笑
着说。

今年，李跃文还辗转争取到了善款，善款
由香港一位爱心人士捐赠，用于修建人行便
桥。这样一来，杜家村就有三座桥，村民过河
更安全、更方便。

守住一片山一河水

“我们要守住一片山、护好一河水”，李跃
文说，不仅是修建基础设施，改善交通出行，还
要让山更美、水更清。

每年的防火、防汛季节，不管天气如何，李
跃文每天都要早晚两次沿途巡查山林，检查森
林防火员到岗情况，确保无山火、野火的发生；
夏季烈日下，他会去河边巡逻，遇到下河洗澡、
玩水的人，他都会苦口婆心地劝离。在李跃文
和村干部的努力下，杜家村多年无一例山火、
野火、溺水事故发生。由于常年在河边、田坎
上跑，李跃文的脸被晒得黝黑通红，他乐呵呵
地说，“我是杜家村的村支书，杜家村就是我的
责任田，不种好了心里不踏实。”

据了解，渝北区兴隆镇今年在“两学一做”
常态化、制度化教育中，启动“三件实事惠民
生”承诺兑现活动，共收集17个村居共51项
涉及修路、供水、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民生实
事，真正把知民情、解民忧、惠民生落到实处。

兴隆镇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曾两次被评
为渝北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涌现出“永不关机
的调解员”南天门村调解员汪兵、“乡村美容
师”龙寨村老党员唐华元等优秀党员，并获得
市级生态镇、市级文明镇、市级卫生镇等称号。

本报记者 蒋艳

每一种来汉丰湖越冬的候鸟，对于33岁
的黄亚洲来说，他都能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作为开州区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
的副局长，黄亚洲在这工作已6年，他见证了
汉丰湖的变化，常人难以辨别的珍稀鸟类，他
也一眼就能识别。

罕见的中华秋沙鸭，飞临汉丰湖

黄亚洲来自安徽亳州，在重庆读完硕士研
究生后，2011年来到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工
作，主要负责湿地保护与恢复，以及科研监测
等工作。

“没做这份工作之前，我大概就只认识麻
雀一类的鸟。”黄亚洲笑着说，来到汉丰湖后，
他因为工作需要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鸟类。
2012年湿地公园刚成立时，他就参与到汉丰
湖鸟类资源本底调查，调查到141种鸟类。其
中，来开州越冬的雁鸭类候鸟大约有5000只。

“这几年，在汉丰湖活动的鸟类无论是种
类还是数量，都出现了质的飞跃。”一说起鸟儿
的事情，黄亚洲就停不下来。其中最让他难忘
的，要属三年前首次在汉丰湖发现中华秋沙鸭
的一幕。

2014年2月20日，当时正在进行观鸟活
动的黄亚洲，发现汉丰湖乌杨坝附近有三只中
华秋沙鸭，“两只成鸟，一只幼鸟，这还是首次
在开州发现。”按2016年数据，全球的中华秋
沙鸭总量不超过3000只，在开州之前，重庆还
有其他三个区县发现过中华秋沙鸭。

中华秋沙鸭为鸭科秋沙鸭属的鸟类，俗名
鳞胁秋沙鸭，是中国的特有物种。鸭嘴和腿脚

呈红色，羽冠长而明显，成双冠状。主要出没
于林区内的湍急河流，有时在开阔湖泊。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黄亚洲兴奋地
说，作为对食物来源、水质等环境条件要求很
高的鸟类，汉丰湖能够吸引它们来此栖息，这
说明开州在环境保护上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中华秋沙鸭现身汉丰湖的事情，引起不少鸟类
专家、学者的关注。仅仅十多天后，有鸟类专
家再次发现秋沙鸭属的鸟类。

湿地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开州在解决湿地保护的问题上，做出了巨
大的努力。

三峡大坝工程完工后江水回流，开州出现
了12.08万亩的湿地。其中，澎溪河湿地市级
自然保护区湿地面积6.16万亩，汉丰湖国家湿
地公园湿地面积1.96万亩，其它湿地面积3.96
万亩。为了对这些湿地进行保护，当地成立湿
地管理部门，探索湿地保护办法。

汉丰湖采取基塘工程建设模式，挖泥成
塘，堆泥成基，着手进行景观治理。种植莲藕，
荷叶与荷花成为汉丰湖最好的点缀，也让种植
的农民有了更多经济收益。

对于周期性水位涨落而形成的消落带，当
地于去年建设了300多亩适应动态水位变化
的消落带林泽工程，200余亩消落带鸟类生境
工程和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的消落带生态浮
床工程。此外，通过禁止在消落带进行耕种的
举措，彻底避免了水涨水落导致农药流入湖中
的水质污染风险。

对于澎溪河湿地市级自然保护区，在消落
带栽植了可以在水中生长的桑树，水位上涨时
是一湖绿水，水退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桑树
林，不仅保护湿地环境，还是一处独特的景观，

更为当地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
此外，去年10月以来，开州区港航管理

处、区国土房管局、区公安局、区林业局、区水
务局、区规划局等多部门对湿地沿线开展集中
整治，依法关停非法码头。

如今，汉丰湖畔鸟语花香，越来越多的鸟
类来此安家筑巢。

环境越来越好，人和鸟相处更和谐

在汉丰湖工作的几年里，黄亚洲发现的鸟
类达270多种，其中有20多种雁鸭类候鸟。
其中，还有六种以前重庆没有观测记录的鸟类
——红胸田鸡、蓝胸秧鸡、铁嘴沙鸻、蒙古沙
鸻、斑背潜鸭、赤颈鸫。

2015年12月，黄亚洲在汉丰湖观察发现
了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小天鹅。这是自1993年
以来，在重庆境内第二次发现这一珍禽。

2016年5月，国家“三有”保护鸟类普通燕
鸻飞抵汉丰湖。上一次在重庆境内被发现，还
是40年前。

2017年1月，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鸿雁出现
在汉丰湖，这是继1965年之后，时隔52年再
次记录到鸿雁。

此外，以往城区非常少见的燕隼、游隼、红
隼、黑鸢、灰脸鵟鹰、白腹隼雕、普通鵟等猛禽
类鸟类，也来到了汉丰湖。

“没有什么比发现新的鸟类来汉丰湖更高
兴的事情了。”黄亚洲说，这些来自天空的精
灵，成为了他日常工作中最大的惊喜。

“候鸟愿意留下，人们喜欢它们，它们也不
再‘害怕’人类，说明它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
己真正的家。”黄亚洲说，湿地保护工程带来的
效益正在变大，市民们的环保意识也在逐步提
高。 本报记者 钱也

市编办主任丁先军：
优化流程 减少环节
让老百姓不跑“冤枉路”

本报讯 （记者 刘敏）近日，市编办
主任丁先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
让老百姓在办事时不跑“冤枉路”，近年市
编办按照简权、晒权、限权的思路，扎实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通过减权，让
市级部门的审批事项从1153项减到535
项，减幅达到50%以上。

“以前办理行政审批时，重复提交材
料，流程繁琐，让老百姓感觉办事不方
便、办事难。”丁先军说，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市编办从优化办事流程，减少审
批办事环节等方面入手，让老百姓办事
更加方便。

长期以来，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
效率不高等，也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怎么来割除病根、改造换血？丁先军表
示，主要是通过综合执法来加以解决。主
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通过机构的整
合，实行跨部门的综合执法，部门内综合
执法。其次是执法重心下沉，解决看得见
的管不着、管得着看不见的问题。最后，
通过改变执法的方式。主要推广双机执
法，就是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抽取执
法人员，公开执法的结果，解决执法韧性
的问题。

举报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最高可获5万元奖励

本报讯 （记者 刘波）发现产品质量
违法行为，举报有奖。昨天，重庆市质监局
网站发布《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产品
质量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后简称“办
法”），鼓励社会公众举报产品质量违法行
为，最高可获5万元奖励。

办法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
书面材料、电话、电子邮件或其他形式，
实名向市和区县（自治县）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举报属于其监管职责范围内的产品
质量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并依法处理
完毕后，根据举报人的主张，给予一次性
奖励的行为。

北碚先进典型事迹宣讲
他30年如一日照顾瘫痪母亲

本报讯 （记者 杨野）昨天下午，北
碚区举行先进典型事迹宣讲报告会，通过
身边人讲身边事、先进典型亲身讲述的方
式，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宣讲报告会
分“致敬榜样”“走近榜样”“争做榜样”三个
环节进行，邀请95名各行业先进典型与
500多名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

宣讲人用真挚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
的叙述，生动再现了做留守儿童好妈妈的
乡村教师雷金花、返乡带领村民致富的青
年党员杨海、三十年如一日照顾瘫痪母亲
的孝子张少华这些先进典型代表的感人事
迹。

据悉，自9月以来，北碚区在各行业、
各街镇广泛开展先进典型事迹宣讲活动
100余场，在全区营造了学榜样、创佳绩的
良好社会氛围。

此次活动既是北碚区喜迎十九大群众
性宣传教育活动的内容之一，也是北碚区
对2016年开展“最美精神 德耀碚城”活
动以来，全区各行业涌现出的300余名先
进典型的集中宣传展示。

两江新区建通海八支路
将与金海大道相交

本报讯 （记者 蒋艳）重庆晨报记者
昨日从重庆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交易信息
网获悉，两江新区通海八支路道路及配套
工程正在公开招标，将尽快启动建设。道
路位于大竹林，并将与金海大道互联互通。

项目包含通海八支路及恒山西路。其
中，通海八支路全长1090.863米，设计车
速为20公里/小时，标准路幅宽度为14米
和16.0米，双向两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
支路；恒山西路连接段，将连接通海八支路
与金州大道，长111.612米，设计车速为30
公里/小时，标准路幅宽度为26米，双向四
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道。工程工期
为540天，建成后将方便大竹林片区居民
出行。

■深化改革系列访谈汉丰湖成珍稀鸟类新家园
开州区在湿地保护工作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湿地工程带来的效益也愈发明显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
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
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
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
生机活力。

——习近平2016年1月在
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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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上的村支书 给村民“跑”出一条路三座桥
一干14年，渝北区兴隆镇杜家村村支书李跃文改变村民的出行条件

渝北区兴隆镇杜家村，村支书李跃文骑
摩托车去工地。 本报记者 甘侠义 摄

汉丰湖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许恢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