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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诗/ 绪/ 纷/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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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山千年鸟道上
无数的候鸟北迁南回
牛年端阳前夕我看到了惊人一幕
翠绿的蓝莓树上
挤满了鹰的眼睛
鹰的眼睛在悠悠转动
偶尔还转出了晶莹的泪
它们用无声的语言
表达了心底的强音
它们已深深地爱上了这一片土地
它们依恋枝头，不想再飞
至少不想再重复简简单单的人生
风风雨雨经不住翅影的击打
万里云途也不过是日出日落
马家溪庄主
对鹰眼诉说个中三昧
他豪侠地提供一大片园林
直接与鹰眼的心扉接轨
要飞，也要带着这块炽热的土地飞翔
要飞，也要带着内心酸酸甜甜的祝

福飞翔
要飞，就要飞出新时代的鹰击长空
为雪峰山珍雄霸天下
劈出一条乡村振兴的胜利航线

黄枇杷，白枇杷
入夏的太阳和月亮越来越忙
昼夜不息交替着不断转换角度
为五月的雪峰山校准丰收的罗盘
一树树枇杷开出了繁星满天
黄枇杷与白枇杷争奇斗艳
精灵般的枇杷像是一个个甜蜜的汉字
笑容满面地立身于天地之间
一边背诵着李白杜甫苏东坡
一边铸造着分外妖娆的立体诗篇
舒姓汉子带着一家老小上了六指坡
陷入一场缤纷的枇杷梦中拔不出来
几十年开荒垦坡栽种枇杷
三代人都活成了响当当的当代果农
富起来的神州大地硕果累累
黄枇杷与白枇杷也远走他乡职场打拼
枇杷之乡的金腰带擂台赛硝烟弥漫
铜鼎古镇高举着的枇杷
从线装书上原产地跳将出来
金腰带的归属立马尘埃落定

橘生淮南的成语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
它证实了古人早就知晓土壤、气候、环境等
因素对农作物品质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今
天的一些地方，还有人对脚下的土壤、岩石、

水文等情况一知半解，就“盲盒”式地发展生
态农业、种植产业，其结果可想而知。

昨日，在北碚西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
院，重庆二零八地质环境工程勘查设计院

有限公司（重庆二零八地
环公司）与重庆壤科农业
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决定拆解这个

“盲盒”，共同开展涉及农
业农村、自然资源与规划
和生态环境三个交叉领
域的资源环境服务深度
合作，充分利用双方各自
的平台、技术、行业和机
制优势，打造学科交叉、
业务融合的农业农村资
源环境综合服务提供商，
建设农业农村资源环境
数据智能服务平台。

据二零八地环公司

总经理贺建军介绍，该公司是一家高新技
术企业，主要从事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地灾
防治、水工环（民生）地质、工程地质等方面
的工作。拥有大量的地质技术资料，现有
正高级工程师15人、高级工程师72人，拥
有国家级、市级技术专家、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优秀人才。
2021年，市地质集团将“乡村振兴”的地质
服务作为公司的主要产业之一。公司下属
8个三级管理企业，2020年底又新成立了
生态环境保护院，专业定位为水文地质与
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融合，可以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提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农村面
源污染研究及防治、土地质量调查、耕地安
全利用、受污染耕地治理、农村水体污染防
治及水生态修复等方面的地质技术支撑和
保障。 （钟斌）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诞辰。这
100年，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辛和磨难，使中
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100年，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伟大而光辉的历程。

1921年，我们党于乱世中呱呱坠地，在
黑暗的世界中点亮了一盏灯；1949年，我们
党带领劳苦大众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
人民从此站立起来；1978年，我们党坚定扛
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使中国人民健步迈
上了幸福富裕的康庄大道……

如今，我们党正昂首阔步，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奋勇前进，带领全国人民走向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纵观历史长河，100年只是弹指一挥
间，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
的理想却是永远；5000年的中华文明绵延
不绝，中国共产党必将伴随中华民族的前
行而不断成长。

走过100年，中国共产党依然充满热
血、富有理想；走过100年，中国共产党依
然崇尚奋斗、勇于变革；走过100年，中国
共产党依然坚韧顽强、敢于亮剑；走过100
年，中国共产党依然风华正茂，恰似少年。

那么，是什么使这个伟大政党不断创

造人间奇迹，成就世纪伟业呢？是初心，
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为中华之崛起
而奋斗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为之提供
了奋斗不息的精神支柱和源源不断的强
大动力。

是责任，自古英雄出少年，自古英才出
寒家，为人民谋幸福，解救劳苦大众是他的
如山责任。

是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满怀着对人
民深沉的爱，以“牺牲我一个、幸福天下人”
的无边胸怀挺起了我巍巍华夏的脊梁。

是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实现人类解放
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终
身奋斗目标。

初心、责任、济世情怀、理想信念，就如
一根纽带，牵引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不平
凡的100年，带领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的奇迹。做到这一切，首先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
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走
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要奋力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夺取新的
胜利。必须牢记“两个务必”，一切依靠群
众，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人民

的生活更加美好。
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实现自身

跨越。坚定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
程，勇于自我革新，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
党，让人民监督权力，彻底消除腐败这个

“最大威胁”。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必须

依靠少年、赢得少年，从而使我们党的事业
得以筋强体健，永葆青春，长盛不衰。

今天，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岁生日，
我要送上最美的祝愿：

美哉我中国共产党，与日月同在！壮
哉我中国共产党，永远少年！

（作者徐节系重庆市人大财经委经济
监督处处长、重庆市委党校第77期市级机
关处长进修班学员，张瀛霜系重庆市巴蜀
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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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城/ 市/ 漫/ 记

张飞古道散记 罗光毅

初夏，一个雨后的清晨，早早地穿戴上
印着“母城记忆，魅力重庆”字样的体恤和
旅游帽，跟随“母城记忆”步游群，坐轨道6
号线，再换乘公交车去了张飞古道。

客车载着我们，穿过城区，爬上蜿蜒的
盘山公路，二十余分钟后，客车嘎然而停，
师傅说，到了。这个地方是北碚东阳街道
的大沱口，也是张飞古道的入口。在一棵
高大的黄葛树的树桠处看见了“张飞古道
步道入口”的牌子。

向下走去的斜坡右侧小土坡上看见了
第一道景色，一匹金黄色的马昂首而立，问
当地住民，得知这是张飞的战马！看着马，
就想起当年猛张飞手持长矛，怒目圆睁，当
阳长阪桥头一声吼，吓退曹操追兵的故事。

古道入口处，一块巨石上镌刻四个大
字：张飞古道！张飞古道就此在我眼前展
开。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古道蜿蜒而去。

《北碚志》记载：张飞古道，在嘉陵江三峡
中，传说三国时张飞北上阆中，在峡东岸凿一
便道，穿峡而过，后人称为张飞道。此道从观
音峡上东阳镇，经禅岩、西山坪绕过温塘峡，
由草街子、麻柳镇进入牛鼻峡到合川，此后成
为渝合必经大道。整个古道悬挂在嘉陵江小
三峡温塘峡的绝壁上，或在山壁上直接开凿、
或用巨大的青石板铺就，都早已被古往今来
的过客踏出了深深的脚印。古道一边是绝壁
峡谷，一边是参天古树，对面与金刚碑古镇、
北温泉、澄江古镇相望，加上沿途溪流潺潺、
瀑布秀丽，沿途客栈茶楼以及嘉陵煤矿废弃
的遗址，让整个古道充满了沧桑和神秘。

带着满心的期待，步入张飞古道。古
道起点农田一片，小道两侧插着篱笆，地里
的包谷已长高到二尺有余，极目天空高远，
视野开阔。走出不远，几个弯道之后，就进
到山林里了。都市的喧嚣已然离去，心境
在静谧的林中安静下来。

穿林而入，在金峡台驻足而望，远处金
刚碑古镇的楼宇在树林中若隐若现，脚下
的嘉陵江碧波荡漾，巍峨的峡门，倒影其
间，水光山色，宛如一幅以江水为线条，以
林木为色彩描绘出来的自然画卷。

昨夜一场大雨让张飞古道更显温润，青石
板路也充满柔情。踏着松软的落叶，鸟儿的鸣
叫在轻柔的风中飘荡，空山鸟语，诗情画意。

古道上的青石板可是有些年头的了，残
破的青石板上，曾走过多少匆匆的步伐，深深
浅浅脚印的磨痕，述说着过往的历史。三国
名将张飞率大军在这里走过，留下了古道的
传说。千百年来，多少商贾载物在此往返，繁
荣市场；多少挑夫肩负重担，在此讨要生活。
今天，我从古道的青石板走过，叠合着前人的
历史，踩踏出对生活的期许和愿景。

悠悠走着，流淌的嘉陵江水是我的心
情，静静的，柔柔的；山间潺潺流过的溪水
是我的思绪，叮咚有声，徐缓里蕴含激情。

忽然间，江对岸飘送过来一群年轻人
的欢叫声，感觉是在向我们问好，许是他们
看见了江对岸林中有旗帜翻飞，人头攒动，
仿如当年张飞的大军走过，一幅激越画面，
令他们情不自禁发出了青春的声音。

古道是张飞的古道，也是骚人墨客的
古道，石壁上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寄北》赫
然入目“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
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据
传，唐宋文献典籍多称缙云山为巴山，巴山
气象多夜雨。古道石壁矗立，多处镌刻有
诗文，人文情怀弥散于古道之中。

千年古道，古木参天，幽深静谧，走在
其间十分清静，但还是感觉欠缺了一点什
么，究竟欠缺什么了？正想着，令人惊喜的
画面出现了，古道边，灌木旁，几株粉色野
牡丹自我地开着，给冷寂的林间带来暖意；
走到一敞亮处，更是看见一株一株的悬铃
花怒放着，红红的花朵，似火炬闪耀在古
道，给人清新，靓丽了心情。

古道里林密叶茂，一段满是香樟树的
下方可见碧绿清澈的嘉陵江，此处就是张
飞泉。从石缝中流淌出的泉水常年保持着
26℃~28℃的温度，传说张飞在此沐浴过，
故取名张飞泉。上池可以泡澡，下池则是

泡脚的地方。想想张飞都在这儿泡过，同
行的朋友们笑着嚷着说，今天泡不了澡，洗
不了脚，起码也要泡泡手吧，于是乎，洗脚
池里手影晃动，摇碎了一池温泉水。

古道走毕，余兴还在缭绕，在白羊背，
邂逅一棵古老黄葛树，看着它满是苔痕的
树身，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有一百多年了
吧，有人反对说，怕是有二百多岁了哟，正
说着，当地一位老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赶紧
趋身上前问了，老人回说，有六百多年了，
专家来考证了的。肃然起敬，古老的黄葛
树，如同古老的张飞古道。

从白羊背行至长生滩嘉陵江边，过河船
还在对岸靠着，看见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
一位穿着水手背心的汉子说，你们挥臂大声
喊吧，船就会开过来。有朋友闻之，对着过
河船摇臂高呼，不一会儿，过河船真的就开
了过来。上得船来，发动机突突地响着，震
动着我的身心，让我想起主城江边的过河
船，还有青春无悔的岁月，还有漫漫的人生。

过河船开动了，缓缓地靠在了江对岸
的澄江镇码头，回头望去，江水悠悠，古道
依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永远少年 永远年轻 徐节 张瀛霜

瞄准乡村振兴 打造智能平台

重庆二零八地环公司牵手壤科农业

蓝莓（外一首）
王行水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丰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潘万兰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案号
为渝中劳人仲案字〔2021〕第363号，现依法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等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9月1日下午2:30时在仲
裁（一）庭（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211号）开庭审
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O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寻求房地产开发合作
重庆宏帆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寻主城区内房地产开
发项目，买断，合伙均可，
欢迎中介，重金酬谢。

钱总 13102331286
声 明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不慎将浦发
银行重庆分行开户许可证遗失，证书编
号：Z653000053150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灵灵通网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2351042330声明作废●重庆名于物流有限公司渝D9636挂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全泰物流有限公司渝D05537营运证遗失补办●合家欢物流公司渝DD7119渝DV3763营运证遗失
作废。顺心顺意物流公司渝D94659营运证遗失作废。●佳驰物流公司渝BN9106运营证500110119854遗失作废。●公信网大药房江津区社区药店遗失药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号：渝CB0150410 声明作废●重庆创瑞芷祺机械有限公司编号5002247102774公章作废

重庆正罡合成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型水乳性系列纸制
品粘合剂和航空航天专用酚醛树脂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重庆正罡合成科技有
限公司委托重庆一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环保型
水乳性系列纸制品粘合剂和航空航天专用酚醛树脂
生产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相关信息已在网站
http://www.ecoepe.com上发布，如需了解该项目
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1、建设项目概况：新
建1座生产车间，并配套建设研发楼、实验楼、污水处
理站、事故应急池等其他公辅、环保工程，形成
3000t/a环保型水乳性纸制品粘合剂、2000t/a航空
航天专用酚醛树脂、快速食品发热包100t/a的生产
能力。2、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正罡合成科技有
限公司，联系人：黄总，电话：13609427118。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重庆一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联系人：阴工，
电话：15178822208。重庆正罡合成科技有限公司

招租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花溪街道陈家湾二村22号房
屋整体招租，招租建筑面积：11673.38㎡，招
租底价60000元/月起。承租企业需具备陶
瓷研制、生产、销售的营业资格。联系人：
办公电话023-63023646 郑老师13272716252
王老师15802382177 陈老师18983364040

武隆区洋河电站环境影响评价登报公示：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要求，对武隆区
洋河电站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登报公示，内容如下：1、建
设项目名称和概要：（1）项目名称：武隆区洋河电站；（2）
建设性质：改扩建；（3）建设单位：重庆市武隆区赵家乡
洋河水电站；（4）建设地点：武隆区赵家乡岩脚村；（5）
开发流域：郭溪沟流域；（6）建设内容：武隆区洋河电站
为无调节引水式电站，电站装机容量1030kW。主要功
能为发电为主，无其他综合利用功能。主要建筑物有取
水坝、引水系统及发电厂房。电站厂房主要设备有水轮
发电机组成套设备2套；电站尾水排入郭溪沟（山虎关
水库库尾）。改造后洋河电站全厂装机容量为1030kW
（630+400kW），总引用流量为 0.83m3/s，设计水头
148m，多年平均发电量约为216万kw.h，年利用小时
数约为2098h。（7）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劳动定员3
人，每天3班，每班8h。2、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建设单位
名称：重庆市武隆区赵家乡洋河水电站；联系人：金女
士；电话：13709477899；联系地址：武隆区赵家乡岩脚
村。3、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重庆泓泰和正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
安工；电话：023-62767096；E-mail：656202466@qq.
com；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中渝都会首站3幢707。
4、征求意见稿查询：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XEz65I2G5gI-a-CgubAJ7g提取码：34hv。

恒帅公司渝B6A020营运证500110096724遗失作废。
恒奥公司渝BU6612营运证500110049150遗失作废。
银冠公司渝D17448营运证500222066442.渝D59032
营运证500222084250注销。泰吉物流公司渝BL9632
营运证500110024596遗失作废。九腾公司渝BZ2327
营运证500115067089遗失作废。正耀公司渝D83373
营运证500106041495遗失作废。君睿达公司渝B0A773
营运证500110104356遗失作废。昱翔公司渝D39526
营运证500110107459遗失作废。友源公司渝BR2255
营运证500110012883遗失作废。鑫科公司渝B5A669
营运证500115047427，渝D50945营运证500115058
316遗失作废。浩安公司渝BU9921营运证50011003
3695，渝 BU0028 营运证 500110023226，渝 BU3558
营运证500110051535，渝BU9253营运证500110030777，
渝BV5226营运证500110036463，渝BY9087营运证
500110053264，渝 BR7523 营运证 500110046865
遗失作废。天频公司渝BY1083号 500110056580
渝B6A918号500110068229渝 BY0873 号 5001100
58934 渝 D87368 号 500110076861 渝 D86509 号
500110078645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信中泰利实
业有限公司车辆渝BU5577渝BT8017渝B6A931渝
BA076G的运输证遗失注销。重庆万驰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车辆渝BH1873的运输证遗失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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