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认识周老近30年时间了，我
觉得他是一个不求回报的好人。”万源
市官渡镇项家坪村村民李如银感叹道。

周永开来到项家坪村后，经常走
村入户，了解村民情况。当他初次来
到李如银家时，只有李如银的父亲
在。于是，周永开便向李如银的父亲
宣传保护花萼山的意义。

“当时山上竹子都被砍光了，周
老来了后，山上的竹子才慢慢长了起
来。”李如银说，那个时候只要周永开一
来花萼山，他俩就一起巡山，发现哪里
有砍树或者挖笋子的立马上去阻止。

单靠个人力量阻止村民破坏花
萼山环境的效果并不好，于是李如银
向周永开提议，要多安排人手才行。

“那个时候生产队队长的工资一年才
100 元，我就提议每年给护林员 100
元的工资。”李如银说，当时这笔钱也
是周老私人拿的钱，为了保护花萼
山，他出钱又出力。

周永开到花萼山的前几年里，一
年有 40 多天都住在项家坪村，交往

中，李如银深得周永开信任。有两次，
他还陪同周永开回了巴中老家。

李如银跟着周永开去到巴中，学
习养蜂的技术和经验。“我还种过萼
贝，结果萼贝被人偷了。”李如银说，后
来周老又介绍他去宣汉县毛坝镇种腊
梅，他在宣汉县毛坝镇一呆就是七年。

再穷不能穷教育，周永开十分重
视村里孩子的教育情况，李如银的三
个子女就接受过周永开的学费资
助。每当去到村民家，发现有村民大
吃大喝，周永开就特别生气，劝诫村
民要勤俭节约，把省下来的钱用来送
孩子读书。

“我从心底里感激周老，他就是
我人生路上的指路人。”李如银说，

“让我说他的好话，那是说不完道不
尽的，我们整个村对他的评价都是相
当的高。”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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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闫军）2020年12月30日上午，渠县农
业农村局、财政局、水务局、河长办在流
江河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流江河属渠江水系，是渠江右岸一
级支流，流经静边、望江、青龙、渠江、渠
北等乡镇，是沿河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重
要水源地。流江河渠县段全长 54.37
公里，河道水源丰富，水质优良，非常适
合淡水鱼生长，是该流域生产生活主要
水源。本次共增殖放流鲢鱼、鳙鱼和中
华倒刺鲃等鱼苗共计 122 万尾。这些
品种的鱼类嗜吃浮萍、蓝藻等水生植
物，有较强的水体净化能力，旨在通过

“以鱼净水、以鱼养水、以鱼调水”的方
式，对流江河渔业资源进行修复，进一
步优化渠江流域水生生物群种，改善水
域生态环境。

据了解，3 月—6 月是鱼产卵的黄
金时期，本次放生鱼苗能有效促进流江
河鱼类的繁殖。强化渔业资源保护，持
续开展增殖放流，是该县贯彻落实关于
长江流域全面禁捕的重要指示精神、党
中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
举措；是改善水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护水域生态安全的有效途径；也是落
实河长制，加快幸福渠县建设的有力抓
手。

渠县组织增殖放流鱼苗122万尾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晨 通讯员 魏家明）2020年12月
29 日，大竹县政府召开“春雷行动
2021”暨冷链疫情防控执法行动动员
部署会。31个乡镇（街道）、29个县级部
门和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安排部署了“春雷行动2021”
暨冷链疫情防控执法行动工作，3个部
门、1个街道、1个镇的负责人作了交流
发言。

会议指出，“春雷行动”作为全省
市场监管系统的执法品牌，已连续9年
开展不同主题的执法行动。大竹县要
树立“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春雷行
动2021”，打好系列“组合拳”，围绕“防
疫治乱保安全 提质稳增促发展”执法
行动主题，全力以赴开展“冷链物流疫
情防控”“知识产权护航”“长江禁捕打

非断链”“特种设备安全排险除患”“打
击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疫情防控用药
械质量安全”“价格减负惠企惠民”7个
执法子行动。

会议要求，冷链疫情防控既是一
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整体战”，要把
冷链物流疫情防控及疫情防控用药械
安全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来抓，以进口冷链食品为重点，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强化“人
物同防”，要健全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冷
链食品全链条管控，全面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坚决守住
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防范关口，要进一
步加强冷链物流疫情防控，着力防范新
冠病毒通过冷链食品成为疫源，采取最
严格有效的措施，力争“防得住、不传
播”，确保“找得到、不扩散”。

大竹县部署冷链疫情防控执法行动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晨 通讯员 李沐语）年末岁尾是市
民外出聚会就餐、购物消费的旺季，食
品安全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近期，万
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狠抓年末岁尾食
品安全，让老百姓吃得放心。

该局以“春雷行动2021”专项执法
行动为契机，充分利用新闻、微信公众
平台、宣传栏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食
品安全知识宣传，不断提升群众食品安
全知识知晓度，增强防范意识。截至目
前，新闻宣传11次，发送食品安全温馨
提示小常识1200册，张贴宣传栏35处。

针对节日消费特点，该局以农贸市

场、餐饮店、超市、婴幼儿奶粉店、卫生
院、药店和高速公路服务区超市等为重
点检查区域，对粮食加工品、酒类、乳制
品、肉制品、水产制品、饮料、农产品等
10大类节前热销商品进行“拉网式”排
查。截至目前，立案13件，结案8件。

目前，万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
多部门协同建立常态化综合执法工作
组，落实工作人员，建立不定期、不定时
监督管理机制。在全市 30 个乡镇、1
个街道办事处建立 13 个工作点，对外
公布消费举报热线电话，严格落实电话
值班值守制度。截至目前，落实常态化
工作组人员57名，建立工作点13个。

万源市全力保障年末岁尾食品安全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特约记者 何努
通讯员 彭攀）“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个
调解机会，以后绝不再犯，一定当好爱
路护路的‘宣传员’‘监督员’。”2020年
12月29日，在恩广高速开江服务区的
社会治理办公室，老人胡某激动地表达
他的决心。

时间回到几天前。居住在恩广高
速巴达万段169公里+200米路段附近
的村民胡某、谭某和熊某，见家门口的
高速公路两旁灌木丛生，于是他们掀开
隔离网“红线”，提着绳子，抱着油锯，想
砍木烧火驱寒。不一会功夫，直径约
15cm左右的树木就被砍掉了10多棵，
砸倒损坏了隔离边网，甚至部分隔离边
网还倒在应急车道上。

“若不及时制止，后果不堪设想！”
此刻，他们已被高速公路联合巡逻队员

“盯”上，并立即制止了他们的违法行
为。四川高速公安五分局十四大队副
大队长刘强介绍说：“高速公路隔离网
是保障车辆安全通行的重要交通安全
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分界线，不得
随意破坏和进入。”如果不是他们及时
发现，其造成的后果或将构成“故意损
坏财物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

鉴于老人们的违法程度与认知态
度，高速公安召集所在乡镇相关负责
人、交通执法部门、高速公路公司与当
事人达成调解协议：3人一次性向四川
达陕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赔偿了路
产损失，并接受了法制宣传教育。

高速公安制止村民上高速砍柴

周永开的故事 之六之六

“他是一个不求回报的好人”

今年56岁的项尔方是土生土长
的项家坪村人，26 岁担任村上的文
书，33岁担任项家坪村党支部书记。
20 多年时间里，他一直为项家坪村
做事，如今虽已退休，但仍被村民们
亲切地称为“老支书”。回忆起初次
在项家坪村见到周永开时，项尔方的
话匣子被打开了。

“说起周老，没人比我更了解当
时的情况。”项尔方说，1992 年的 8
月，周永开第一次来到项家坪村，是
为了研究《血战万源》的剧本，因为当
时血战万源的战场在花萼山，所以周
永开便亲自上花萼山了解情况。

花萼山是川东北最高峰，野生动
植物种类繁多，被誉为大巴山动植物
基因库。然而上山后，周永开看见眼
前的一切，很是气愤。山里的村民一
直都是靠山吃山，为了种粮食和烧
火，几乎将山里的大树砍光了。

“花萼山前后总共被破坏了三
次。1958年大办钢铁，就砍了很多大
树，之后又开荒种地，兴办农场，对花
萼山的环境破坏极大。”项尔方说，所以
周永开第一次上山，看见的是满目疮
痍的花萼山。“当时，我们都以为周老
看过后就算了，应该也不会再来。”

没想到的是，1993 年 3 月，周永
开再次来到了花萼山。“当时周老还
带了三个人来，都是相关部门的领
导，详细了解了花萼山的破坏情况和
村里的贫困情况。”

不巧的是，1993年的项家坪村正
闹虫灾，许多村民无法在村子里正
常生活。那一年，原本700多人的项
家坪村几乎搬走了一半的村民。

“当时我们自己都觉得改善花萼
山的破坏情况和帮助村民脱贫很困
难，那个时候的项家坪村真的太穷
了，根本就没有环保意识。烧火、做

饭、取暖都要用柴，不让老百姓砍柴
那不是断了大家的活路？”项尔方说，
所以当周永开再次来到花萼山时，大
家都不以为然，认为只是“退休老头”
找不到事做。

1994 年，周永开再次来到花萼
山。“这次带了十几个人来，有市林业
局、市农技局，还有万源教育局、万源人
大的。”项尔方回忆，这次他们还在村里住
了两天，并和村上的干部开会谈话，制定
了六大措施来改善环境和贫困问题。

总结出来就是山、水、林、路、电、
旅综合施策。“保护花萼山、安装自来
水、植树造林、修路、通电、旅游开发。
现在看来，这个思路在20年前是相当
先进了。”

制定了措施，但资金问题却并没
有得到解决。“当时周老带着我们这
群村干部三上达州，找市上的领导解
决资金问题。终于在 1997 年的时
候，我们拿到了十万块钱的启动资金
用来修路。”

修路时工程复杂，难度系数大。
“这条出村之路，我们修了整整七年
才勉强修了条机耕道，且只能人走，
车都没法通行。”项尔方说，当时这条
路全靠人工一点点的垫起来，耗费了
很多资金和心血，现在这条路能通车
还是很不容易的。

此后20多年里，项家坪村逐渐修
好了路，安好了水、电，村民的日子也
慢慢好了起来，花萼山的环境也得到
了改善。

“在我的眼里，周老是一位做实
事的人，并且光做好事，不求回报。
他的举动激发了我们村干部的工作
热情，我们作为当地人，更应该为自
己的家乡做贡献。”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璐

为老百姓做实事的人
——万源市官渡镇项家坪村老支书项尔方眼中的周永开

从米仓山幽幽林间涓流而出，巴
河自北向南一路“奔走”了350公里，
在达州市渠县三汇镇与大巴山南麓
淌来的州河不期而遇。两河汇集注
入渠江，三江交汇便是“三汇”的出
处。

达州日报·巴中日报“践行‘两山’
论·巴河千里行”大型全媒体联合采访
组顺巴河流势来到三汇。作为巴河
尽头、渠江源头，三汇的古往今来就
如它的地理位置一样引人入胜。

自先秦，此地便有古代賨人活
动，北宋年间建置。得益于发达的水
路交通，以及制醋、锅罐、火柴等产业
的支撑，三汇在数百年里都是远近闻
名的兴旺小镇。自明末清初起，八方
商贾来此创办商会，各地物产云集，
人文融合交流，工商业高度活跃，三
汇进入了空前的繁荣。

时代前行，物转星移，因社会需
求，河面建起了电站，陆空交通迅猛
发展，昔日停满商船的三汇河面，如
今只见摆渡的孤单客船，“渔灯映红
半边江”已渐成记忆。面对巨变，勤
劳智慧的三汇人自强不息，凭着对绿
水青山的执着坚守，在巴河尽头书写
了新的发展传奇。

商贾“斗文”催生民间艺术

三汇曾用名“三会”，有多方会聚
之意。据当地文献资料记载，光绪33
年（1907年）商会所辖商帮就有19个
之多，到抗战前后，专业商号更是达
到262家，上游各县的米粮、山货、木
材等，下游各地的百货、食盐等，大多
到这里中转。水、渔、糖、菜、炭（柴）、
铁六码头人气旺盛，且管理严格，市
场秩序一派井然。

当时船只众多，放眼望去，三江
之上，大小船坞密密麻麻，后船时常
得用绳子拴着前船船舷，以此停靠。

“船坞停满了三江六码头，江面上首
尾相连的船只将各岸连接。若要过
河，无需渡船，沿着连好的船就可以
走到对岸。”三汇镇文化旅游服务中
心副主任张宁是土生土长的三汇人，
儿时的盛景几乎就刻印在他脑海
中。河面船只最多时，从王坝沟一直
停到渠江大桥，站在水码头望去，目

光所及之处，只见蓝天、青山和商
船。为了夜间行路安全，各船都会挂
上几盏渔灯，一到夜晚，整个江面被
灯火映得通红，故而三汇又被称作

“不夜城”。
“不夜城”的来历不单是源于渔

灯照江之美，还因这里听戏、喝茶、棋
牌、赛马、斗雀、舞狮、说书、演戏、耍
龙……五花八门的娱乐项目令人流
连忘返。能有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
与三汇商贾的多元构成有极大关系。

东晋以前，此地以古代賨人后裔
为主，后因战乱瘟疫，人口大减。明
清两次“湖广填川”，江西、两湖、福
建、广东、陕西等地不少人移居三汇，
加之天然的水运枢纽位置，各地客商
逐渐云集于此。久而久之，商埠热闹
了码头，各帮派势力开始争名逐利。
有意思的是，帮派斗文不斗武，为崭
露头角，他们延续了当地的彩亭传
统。每年除官办祭祀、节庆外，此地
民间各界要举办王爷会、药王会、单
刀会、佛祖会、文昌会、三圣会、土地
会等10余种庙会，加上赛马、斗雀、舞
狮、说书、演戏、耍龙、拉旱船、抬总
爷、踩高跷、车幺妹、放烟火架等民间
传统文艺表演，那时的三汇镇热闹非
凡。

要争就要钻研，各行帮商会除日
常商贸外，心思都放在了如何办好一
场庙会上。探索亭子的结构、造型、
色彩、工艺，表演人员的服饰、妆容、
动作……集各工匠精华，彩亭技艺大
涨，后来约定每年3月16日—18日举
办“彩亭会”，各显本领。这一过程将
当地彩亭技艺推到高潮，现今的“三
汇彩亭”能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为吸引各地游客的文化招牌，
离不开当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当然，在码头生活中，纤夫更是
一抹色彩。滔滔江水边，纤夫“嘿唑
嘿”雄浑的低吼声，演变成记录繁华
过往的渠江号子。三汇彩亭、渠江号
子、三汇川剧、三汇旱船……至今仍
散发着古老迷人的魅力。

码头味道香飘八方

三汇的吃食与码头文化渊源匪
浅，此地有百年历史的心肺汤圆便是

从船上传来的。这道小食听起来腥
得慌，但从老祖宗手里接过手艺的几
位传承人却敢担保，这汤圆鲜香可
口，吃过难忘。据当地老人介绍，心
肺汤圆原是以前船工发明的，吃完猪
肉后，剩下的猪心肺他们舍不得丢
掉，左思右想，将各种调料入馅，拌
炒、焖煮，加入高汤，出来的味道竟极
合行船人胃口。很快，这种做法又在
各商船间广泛传开，不止船工，来往
商客品尝后皆惊其味美，并四处奔走
告知，各地“好吃嘴”纷至沓来，心肺
汤圆迅速打出名气。

同样是当地招牌的三汇锅盔，又
与此地南来北往的商贾路人有关。
旧时赶路耗时，需携带易保存又饱腹
的干粮。三汇锅盔取麦面精粉，反复
和面，装馅压秆，再贴至炉壁慢慢烘
烤，不消多时，酥香便溢出锅炉。一
个半指关节厚、饼面比脸还大的三汇
锅盔干硬耐嚼，内酥外脆，广受喜
爱。除此之外，锅盔摊主早早创新了
锅盔夹凉粉的做法。尤其夏季，锅盔
加上当地黄金叶做的黄金凉粉，麻辣
爽口，清热去暑。后来，赶路人怀揣
三汇锅盔奔走风尘，这个味道也就随
之传开。时至今日，提起三汇锅盔仍
令各地的好吃嘴魂牵梦萦。

相比心肺汤圆和三汇锅盔，一个
更大的产业是三汇特醋。最鼎盛时，
它不止是川东人家的厨房记忆，还通
过陆上人力肩挑过万源出泰岭至西
安，以及水路运输经重庆到汉口、宜
昌，销往陕西、华北地区、湖北、华南
地区等地。“三汇特醋”名声大振，不
仅跻身“中国十大名醋”之列，制醋也
成了当地一大重要的工业支柱。

繁荣三汇再次登场

昔日三汇的繁荣力压周边，民间
还曾打趣称这儿更像渠县“首府”。
但近年来，随着各地水陆空现代化综
合大交通网格局的形成，以及上下游
电站的竣工，三汇水上货物中转站的
风光不再。因“水”而兴的三汇遭遇
时代考验，几乎再无货物依靠水运来
这儿贸易，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便是
人气散去、产业低迷、经济乏力。

当地党委政府迅速转变发展思

路，借助绿水青山可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潜在内能，不仅制定了有史以来最
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引导群众
绿色发展意识和生活方式，保证州
河、巴河、渠江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还着力打造“一线两园两廊三片”特
色产业带，以实现三汇的繁荣振兴。

依托三江沿岸生态资源，三汇规
划了一条集观光体验、民宿康养为一
体的文化旅游线，将生态优势转变为
人气竞争胜势。同时，借力交通资
源，强化可持续发展思路，从三汇镇
至达营高速涌兴出口，规划了 5000
亩的农旅融合示范园，再依托水泥、
石膏矿，延链、补链、强链，建成节能
环保的建材物流产业园。最具地域
风情的还数三汇正规划在三江沿岸、
铁路沿线打造的15000亩“竹产业风
情走廊”，人、船、火车皆在竹中穿行，
既可“卧听萧萧竹”，又能“竹中窥落
日”。

产业发展是经济复苏的一大关
键所在，醋、酒、牛皆是三汇产业特
色，为此，当地确定了壮大“三江特色
经济走廊”的想法，依靠做大做响“一
瓶醋、一瓶酒、一头牛”，带动当地其
他经济产业发展。此外，三汇还规划
了汇北片建设 3000 亩树莓、桑葚基
地，汇东片建设 3000 亩优质水果基
地，汇南片依托青山山脉建设 5000
亩茶叶基地。通过引入龙头企业示
范带动，10000 亩竹产业、2000 亩优
质水果、2000 亩中药材基地已经建
起，“一线两廊两园三片”的产业布局
现已初具规模。

充分利用生态资源的同时，三汇
的文化资源亦不可忽视。作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华诗词之
乡”，当地的文化艺术基础十分深厚，
除了拥有川东地区最大的乡镇川剧
社，还成立了乡镇一级文联组织。张
宁透露，三汇目前正着手以更高的审
美情趣来恢复定期划龙舟、办彩亭
会、放河灯等各项传统民俗事宜。

如流淌不绝的三江，三汇顺势而
为，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再以绿水青
山和独特文艺的魅力精彩登场，复现
三汇的昌盛兴旺。
□达州日报·巴中日报联合采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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