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崖战歌

南宋后期，烽烟四起。
1234 年，蒙古灭金，宋蒙败

盟。1235年，蒙古窝阔台汗兵

分三路，开始侵掠南宋。从
1236年至1239年，西线战场的

蒙军多次攻陷四川，形势愈加

严峻。嘉熙三年（1239年），南

平军治所从南川铜佛坝（今綦
江赶水镇）迁往隆化县城，民国

《南川县志》曰：“南宋理宗嘉熙
三年移军隆化，与县同治，故吾

邑有古南平之称也”，南平军的

职能从平僚正式转为抗蒙。
嘉熙四年（1240）年，孟珙

擢升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路，
遣副手彭大雅新筑重庆山城，

彭大雅派部将甘闰于钓鱼山筑
寨。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

安抚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依山
为垒，设险守蜀”，在川东、川南

山势险要处结寨筑堡，构筑了

抗蒙山城体系。宝祐五年

（1257年），蒙哥汗正式下诏灭
宋，蒙古侵宋由抄掠转为以全

面占领宋土为目的。

与此同时，蒙军另一个酝

酿已久的“斡腹攻蜀、斡腹入

广”的“斡腹之谋”也开始紧锣
密鼓实施，这一“捣虚”策略，以
已占据云南的蒙军从南面向南

宋腹地发动进攻，以置南宋于
死地，是一个大迂回、大包抄的

战略。宝祐三年（1255年）秋

冬，蒙军兀良合台部突然从云
南北出夹击四川，经叙州，一直

打到重庆、合州两城之下，使宋

廷骤感来自南面的严重威胁。

《宋史全文》卷三十五《理宗五》
载，宋理宗“朕夜来反复思之”，

对蒙军“斡腹之谋”寝食难安，
当年 11、12两月，先后数次召

集郭槐等大臣商议应对之策，

发出了“当选一猛将，提万兵于
施、黔以上，为控扼计”“如南平

据险置司，则沅、靖可无透漏之
虞，须先措置调兵方可”“与淮

西科五千人，仍度何所屯驻，何
所给饷，即令理会可也”等系列

圣旨。龙崖城为宋理宗亲自下
令修筑，故龙崖城两块古碑上

均载有：“上有旨，筑南郡四城”

“上有旨，城南平”。南平知军

史切举接旨后，于第二年用三
个月完成了龙崖城的修筑，嘉

庆《四川通志》卷五十八《舆地·

金石》载有现已遗失的“古磨崖

筑城碑”，“宋宝祐四年，上有

旨，筑南郡四城。南平守臣史
切举，奉梱令城马脑山。四月
丁卯而裁，六月戊寅而毕。”

为了防御蒙军实施“斡腹
之谋”，朝廷派遣名将吕文德驻

守播州，吕文德令部将茆世雄

协助播州杨氏家族在龙岩山上
修筑了龙岩城，《杨文神道碑》

记载“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

宝祐六年（1258年）四月，蒙哥

汗亲率大军由秦岭南下川东，
先后攻占大获城、运山城、青居

城、大良城等四座城堡，直抵合
州钓鱼城。至年底，四川地区

除重庆、合州两座孤城，仅余夔

州一路。危急之时，南宋诸将
陆续自荆襄领兵入蜀，增援夔

州路。十二月，淮南东路将领
茆世雄从播州调防到南平军担

任知军并进驻龙崖城，这就是
龙崖城摩崖碑所记的“越三年，

守臣淮东都梁茆世雄，戍罗播，
城龙岩，毕事，嘉平，奉梱命领

郡寄。”

宝祐六年（1258年）十二

月，蒙军都元帅纽璘在攻占领涪
州时，派麾下大将完颜石柱进入

隆化县，与从荆襄增援隆化的宋

勇胜军发生激战，宋军败，勇胜

军统制詹均被俘后，威武不屈，

绝食而死，蒙军摧毁县城，史称
“戊午兵燹”。开庆元年（1259
年）一月，纽璘兵分水陆两路，大

举南征思、播二州，企图从东向
西打通蒙军实施“斡腹之谋”的

通道，其陆路军队先后于一月和

二月两次攻打龙崖城，均被守城
宋军打败，“龙崖城抗蒙记功碑”

载：“正月，贼酋重兵攻城。二

月，再寇，斩虏使，焚伪书，诸将

争击，贼败而退，献俘授馘，功不
一书。”

龙崖城之战，彻底破灭了
蒙军的“斡腹之谋”，引起朝廷

轰动，从宋理宗到朝廷重臣都

纷纷嘉奖，龙崖城“遂为南方
第一屏障”。“龙崖城抗蒙记功

碑”载：“梱台以全城却敌，闻
之公朝，上恩叠颁，宰、揆、枢、

宣钧翰踵至，咸谓兴筑以来所
创见也。”

由此可断，马脑城之筑，是
南宋朝廷的国家战略与国家工

程。马脑城之战是彻底破灭蒙

军“斡腹之谋”的关键一役。在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隆化军民
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谱写了一

曲气壮山河的爱国凯歌。

千年时光，青山不老，唐宋

隆化，绚烂华章。

唐宋隆化，一皆中国（五）
杨毅平

本报讯 日前，我区某校
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间的侵权

案件。两名同学在校园内追逐

打闹，一方不慎造成另一方手

臂受伤并产生上万元医疗费，

双方家长各执一词，矛盾日益
尖锐。为妥善处理有关事宜，

校方将相关情况第一时间通告

给所在辖区司法所，司法所通
过“一庭两所”工作机制第一时

间联系法庭，由双方派出经验
丰富的干警一同前往事发地开
展调解工作，以更好地保护未

成年当事人的利益。
法庭干警来到学校了解案

情后，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均为未

成年人，为降低该事件对学生身
心健康的后续影响，也为化解家
长与家长之间、家长与学校之间
的矛盾，便有计划地从法理情多
角度展开调解。首先，从法理上

出发，向双方家长讲解了法律对
于监护人责任的规定，又从情理

处着眼，对双方家长进行开导、
劝解，希望双方家长从维护孩子

成长环境上考虑各让一步。最

终，在法院干警和司法所工作人

员积极调解下，各方就赔偿金额

达成一致意见，并成功签订调解
协议。

今年以来，在区法院“天平

护未”工作机制的带动下，已经
通过发出《家庭教育令》、诉前家

庭教育指导课以及开设“小公民
法律课堂”等多手段开展守护未
成年人的工作。下一步，还将积

极探索“一庭两所”“一街镇一法
官”“老马工作室”等强基导向六
项工作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相

结合，并立足辖区特色，创新工
作方式，在社会联动的共建共治
格局下，更好地以法治护航“少
年的你”。 （吴越）

“一庭两所”守护少年的你

晨起，盥洗后正阅书间，王
若维入室，转据其第三校学生
所云，该校于昨夜灭灯后，尚有
干校学兵喧嚣之声。该校生出
语干涉，干校学兵即反语讥骂，
请王向余交涉制止，王亦僅请
余清查。去后，余即召班长杨
海清至，询其所以。据云，该校
灭灯后，本校尚未灭灯，原于外
番不力，晚饭太晏所致。因此
诘责充当外番之同学。而该校
学生云，既经灭灯，尚在喧闹，是
甚么机巴面子吗？今晨又因星
期，久未起床，海清呼号兵奏号，
有云今日星期，应当自由。海
清云星期即不起床，点名，即而
第三校学生云吵闹。海清等囗
囗囗囗余后，据情转达王君。
未几，干校学兵集合操场，请至
向余报告。谓该校学生讥骂干
校学兵，囗囗为灌猪肠子，洗脸
为烫猪之类，不可胜纪。本日
亦为无理，绝不能忍受。本日
办法，一面质问干校，既未修整

完毕，亦未正式行课，住此则饮
食粗恶亦且难给，当回家以待，
其观音桥之学生更谓回场自
办，此间所用伙食照数算给，再
候二钟即当出校等语。经余解
释慰藉，由余面会校长，分头办
理。早餐后，余出校未远，该观
音桥之学生则已荷枪负被整队
而出矣。未几，即至。余后随
行到场。经下庙及杨华清铺，
更至邹祥麟之寓，始与懋迁相
会，不数语，而杨海清又至，与王
面报。其后经王集合演说，谓
第三校学生有二三捣乱分子，
待邹校长回后请其开除，现在
将全数迁移下庙，因以息事。
余查第三校学生诚不免于骄横
放恣，至干校学生不过久未正
式行课、生活不良，此则借题发
挥，以遂归家之宿意而已。懋
迁当派人将余之被物移下，即
未返仁寿阁。午膳后集合学
生，接见术科主任邓君伯猷。

（注：囗为原件破损）

十一月十四日丁未 日曜日 天气阴

本日操练，仍由余单人督
率，此外更讲演民权大意，阅
拉尔金著、李凤亭译之《马克
思派社会主义》三十页。夜应
第三校教员王若维、皮以敬、
谢家政、刘全国、杨文溶、李少
白、程振先等之邀饮酒，共计
八人。入席，余即以不能饮为

辞。然王君云：此系猜子，中
者方饮法，以子如人数，一人
先出，猜中手中之数即饮一
销，重者亦饮一销，若至终无
人猜中，则出者饮二销，仍续
出至被人猜中，则交与猜中之
人接出，时之久、酒之多少悉
听自由。

十一月十二日乙巳 金曜日 天气阴晦且细雨如丝雾满天空

午前、午后督率操练。午前
操后，讲本国及本省本县之邻界，

余《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三十页。
王若维、杨文溶夜就舍谈天。

十一月十三日丙午 土曜日 天气阴夜微雨寒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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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盛余多

骄阳似火，万木葱茏。
7月 12日，我区举行 2022年

上半年乡村振兴拉练现场会，来

自各乡镇（街道）的党（工）委书记
和区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前

往大观、河图、福寿、石溪、鸣玉、
冷水关、民主、峰岩等乡镇，走进
田间地头，深入工厂车间，听成功

经验，看发展变化，学先进做法，
说心得体会，积极探寻我区乡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为全面乡村振
兴激扬起比学赶超的奋进力量。

区委副书记余立祥、区政府
副区长胡光模、区政协副主席冉

庆国参加拉练。

着力产业兴旺
凝聚乡村振兴动能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
即将投产的大观镇龙川村华

绿现代农业食用菌工厂化项目、
撂荒地上兴起的河图镇中图村稻
鱼综合种养基地、荣获全国首批
种植业（水稻）“三品一标”基地称
号的福寿镇大石坝村绿色精品稻
米定制基地、鸣玉镇明月村特种

稻基地、冷水关镇重庆古道茶叶
加工厂……

近年来，各乡镇街道积极引

进、精心培育的产业项目陆续开
花结果，为乡村振兴凝聚起强大

动能。每到一处，与会人员或认

真倾听、或凝神思考、或轻声交

谈、或拍照记录，一个个好经验、
好做法令大家应接不暇、耳目一

新，一个个新机遇、新点子让大家

相互交流、灵感迸发。
华绿现代农业食用菌工厂化

项目总投资4亿元，可年产4万吨
优质菇类，年营业收入约 5 亿
元。目前项目已完成厂房建设，

正在安装调试设备，即将投入生
产。当听到项目负责人介绍菌类

的栽培基质可以从农产品加工而
来，不少人都凑上前仔细观察、认
真询问。

“听说被农民拿来烧火做饭

的玉米芯都可以加工成基质，那
我们可以发动农民将玉米芯收集

起来供应项目，这样既能提高农
民收入，又能减少环境污染。”西
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杜仕敏说，通
过拉练，大家既能相互“比试比
试”，又可以开阔眼界、互通有无，

对各自的产业发展十分有益。
“稻鱼综合种养也是个不错

的点子，通过集中群众的稻田进
行规模发展，实现一水两用、一田
多收、粮渔双赢，可以更好地帮助
村民提高收入。”区委农业农村工

委副书记胡彬说，各乡镇街道要
把发展壮大产业放在首位，把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作为根本出发
点，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

强、农民富。

推进环境治理
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

近年来，我区各乡镇街道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不断扮靓
乡村“颜值”，提升乡村“气质”，擦
亮乡村振兴底色。

如今，一条条宽敞平坦的水
泥路延伸到千家万户，一排排错

落有致的民居点缀着广袤田野，
一处处便民设施让村民就近享受
便捷服务，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讲
述着村民的幸福故事……

石溪镇盐井村就是其中的典
型案例。从2019年开始，该村累

计投入400余万元对全村农村旧
房实施连片整治，并不断完善基
础设施；同时，实施梯田彩绘工
程，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流转农
户撂荒地，以红枫、罗汉松、樱花

等为主打品种，绿化美化环境，助
力乡村旅游，成功打造了“盐井梯
田”，助推农民增收致富。

走在盐井村干净整洁的通村
道路上，造型古朴的农家院落、品
种多样的绿化植物、原生态的清

泉石上流景观，点缀了美丽乡村，
留住了乡愁，吸引了与会人员的

眼球，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交
流环境治理的方法和经验。

“他们的农家院落改造很有

意思，使用了很多老物件，既节约
了建设成本，又提升了文化内

涵。”黎香湖镇党委书记殷立成
说，黎香湖与石溪毗邻而居，他们

将从盐井村的做法中吸取经验，

利用黎香湖山水合抱的资源禀
赋，更好打造“渝南水乡”，推动农

文旅深度融合，努力建设宜居宜

业宜游的黎香湖。

壮大集体经济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发展集体经济，提升造血功
能，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各个乡镇街道把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关键之

举，精心谋划，强力推动，以加强

农村党的建设为引领，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全面发展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还真是没有说错！”说到村里的变
化，民主镇狮子村的村民们纷纷

赞道。2020年，该村“两委”把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村

振兴的一个“突破口”，注册成立
了劳务公司，既帮助了在家剩余

劳动力30余人就业，实现户均增

收 15000多元；又创收纯利润 30
万元，为村集体增收 18万元，进
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峰岩乡党委政府积极探索
“农业托管”新思路，在千丘梯田
引进农业公司流转、托管部分土
地发展种植业，带动当地脱贫户

2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3000元以

上。同时，将公司销售收入的
10%纳入集体经济，预计今年可
实现收入 10万元以上；村支“两
委”则将集体经济的 40%用于解

决困难群体困难，40%用于村集
体公共服务，20%用于进一步壮
大集体经济组织。

“今天拉练的每个点，都有自

己推进党建工作、壮大集体经济
的特色，思路清晰、重点突出、亮
点纷呈。回去后，我们将结合实

际培育一批效益良好的党建和产

业融合发展项目，不断推动村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冷水关镇党委
书记陈卫新说。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区举行2022年上半年乡村振兴拉练现场会

本报讯（记者 罗苑瑜 实
习生 陈昱竹）日前，我区信访工
作者李国琼被国家信访局评选为

“优秀投诉办理员”，张德毅、程卫
获得市级“信访工作先进个人”表
彰，区信访办获得市级信访工作

“先进集体”表彰。
李国琼现任区信访办信访投

诉受理中心信息统计科科长，从

事信访工作14年来，其勤于钻研
化解信访案件，先后牵头化解我
区中联办交办的“治重化积”案件
100余件，化解上报率居全市前

列，依法治访经验在全市推广。
参与起草的《大学生村官信访代
班员制度》多次登上国家级、市级

媒体，受到上级肯定。在新时代
信访工作中，以办理质量的提升
推动网上信访代理，打造阳光信
访主渠道，其工作措施、经验被其
他市、区学习借鉴。因为工作成
绩突出，其先后获得市级“信访工

作先进个人”、区级“信访维稳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张德毅现任区信访办主任，
其带领我区信访干部，率先在市

内组织开展群众网上信访工作，
形成群众信访网上投、事项网上
办、问题网上督、结果网上评、形

势网上判的工作格局，网上信访
占比达 58.5%。大力推动阳光信
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工作，信
访信息系统深度运用。着力推动
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

“双向规范”，我区信访秩序明显

好转。
程卫现任区法学会会员部副

主任，其参与协助组织20余个区
级部门开展平安稳定风险综合研

判计120余次，形成专报120余期，
点对点交办涉稳事项450余件次，
办结率、反馈率均达98%以上。牵

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紧急重大信
访维稳事项专题研判会40余次，

协调处置我区多起房地产项目纠
纷和群体性集访案（事）件。

近年来，区信访办坚持矛盾纠
纷定期排查与滚动排查、面上排查

与重点排查、随机排查与专项排查
相结合，通过建立问题台账，交办

落实化解责任，及时化解率达
86.2%。扎实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
访，近5年来，全区副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共接访下访群众21822次，
解决问题 21169 件，化解率达
97%。

我区信访工作获表彰

与会人员在参观福寿镇的定制水稻。 记者 盛余多 摄

本报讯（记者 陈蕗颖）7
月 13日，副区长李玉梅督查市

容环卫整治工作。
李玉梅一行先后来到乌龟

石加油站、工业园区龙岩组团干

水碾安置房、南川北站、东胜高

速公路出口至大铺子沿线、丰绿

农产品批发市场、仙龙塘农贸市
场、九鼎山公园等地进行实地检

查，详细了解现场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整改意见。
李玉梅指出，国家卫生城区

复审工作是一项常态化、系统性
的工作，要求高、标准严、任务

重。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薄弱
环节，精准发力、标本兼治，全方

位开展各个环节的查漏补缺、综

合整治和整改提高，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全面
整改，按照职责分工，对标对表

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抓好问

题整改，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对

重点领域、重点地段、重点问题

进行重点整治和管理，确保各项
指标达到复审要求。要做到要

求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建

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督促检查
机制，强化落实措施，层层压实

责任，加强日常巡查与整改反
馈，通过加强管理、严惩重罚、抓

好落实，持续巩固我区国家卫生
城区创建成果。

李玉梅督查市容环卫整治工作

●遗失任其阳A-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证件，证件号码为：
500384198903180013，证件有效期为；2022.6.10-2026.6.9，特此
声明。

便民服务台

（上接第一版）
夏软智慧农业基地负责人

贺火军介绍，蔬菜大棚内安装有
各类传感器，传感器可采集土

壤、温度、湿度等不同类型的数
据，这些数据不仅显示在显示屏
上，还通过物联网传输至后台。

有了这些数据，无论是浇
水还是施肥，都有据可依，并且

后台可根据数据精准控制浇
水、施肥的量，有效减少了过度

施肥、过度浇水、施肥不均匀等
问题。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设施
农业发展较快，蔬菜、瓜果、花
卉、林业苗木等的设施栽培面

积不断增大，目前我区设施农
业栽培面积达1.2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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