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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乌当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要

求，2009 年已对乌当区新添寨蔡家寨组（新

庄大坡） 地块作为保利春天大道项目建设

用地进行征地，现保利春天大道四期项目开

工建设， 对于征地红线内的坟墓进行迁移，

请位于征地红线内的坟主于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15 日内办理相关迁坟手续， 逾期未迁

将视为无主坟处理。

联系人蔡先生：13984344188、 钟先

生：18685182577。

特此公告。

迁坟公告

贵阳保利龙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15日

赤水河畔，与习水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关联的镇街有 6 个， 涉及

20 多个行政村上百个村民组，早

年户籍人口 5000多人。

山地多，平地少；林地多，耕地

少。 为了保护生态，这里又不能搞

大开发、大建设。

巡山的最后一站，我们去了部

分保护区边缘的村庄，观察这里的

“生存之道” 。

两年前，赤水河畔发现恐龙足

迹的消息，相信很多读者有记忆。

同民镇蔺江村，就是恐龙足迹发现

地。 但这个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半

山腰的村子，还有另一个称谓———

“皇木故地” 。

明代，朝廷命人在播州采伐以

金丝楠木为主的“大木” 修建宫

殿。蔺江村，是其中的一处采伐点，

今尚有“皇木”巨刻。

现在，覆盖率高达 90%的森林

把山里蔺江村的民居完全包围。

“条件恶劣，山高、林密、地少，发

展的矛盾一度突出。 ” 村委会第一

书记朱县飞说。

山里值钱的“宝贝” 很多，比

如数量庞大的野生大茶树。 这种

叶片宽大的茶叶，是制作红茶的上

好原料，明代也是国家茶仓重点收

储的“外贸物资” 。但不通公路，自

己加工不了，茶青又运不出去，白

白浪费。

还有毗邻的胜利村 3、4、5组，

上百户村民居住在高山上，过着自

给自足的生活。

三年前，在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和地方政府支持下，一条条通村公

路，在高高的悬崖上陆续开工，向

大山里的村庄延伸。

为了帮村民改灶、修路、建房、

发展适宜的产业，习水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易茂红带着

10多名干部，住进了蔺江村、胜利

村。

公路通了， 商贩开着车进来

了。 采自深山的蔺江村茶青，从三

年前无人问津， 到去年每公斤 30

元，今年又涨到 60元每公斤。一个

叫罗智群（音）的村民，两口子仅

用一周， 采下的茶青就卖了近

4000元钱。

看到希望的蔺江村村民，主动

退耕山里的土地，种了几百亩大茶

树。

而在胜利村， 今年种植的糯

玉米，已有一人多高。 村民陈小青

说，再过二十来天，鲜嫩的糯玉米

就能进入市场。

利用低海拔区域种早熟蔬

菜、种糯玉米，是胜利村因地制宜

调整产业、 带动村民增收的重要

举措。

在自然保护区内， 受地形条

件限制和因保护需要， 不是所有

村落都能修路。

10 公里外的土城镇木槐溪，

全组 40多户人家， 生活在密林中

河坝中，一头是长两公里、高 300

多米的断崖。 出一趟山，要走 3个

多小时。

村民们修路的欲望强烈。 木槐

溪究竟能不能修路？ 保护区管理

局局长吴太伦数次穿过密林，沿

峭壁上的小道， 走进这个村落调

研，与群众算账、交心。

“木槐溪是很多野生动物的活

动场所；这里距赤水河很近，没有

缓冲，修路要砍掉大片森林，破坏

山体，直接影响赤水河水源涵养和

水土保持。 ”他说，更重要的是，木

槐溪的资源状况，已不足以承载村

民生存。

习水县委、县政府采纳了吴太

伦的建议， 对木槐溪实行整组搬

迁，为生态腾空间。现在，这个村落

的村民，仅剩下 4户待搬家。

蔺江村也是如此，原本村里有

286户、1086人。 现在，只有 60多

户人家还住在原地。 未来，或许还

会有更多的村民，为了保护长江上

游的生态系统，搬离祖辈生活的大

山，以新的方式谋生。

本报记者 黄黔华 王弘扬

[结束语]�历时近一周，我们

的“巡山记” 系列报道，即将告一

段落。

位于赤水河畔的习保区，总面

积 51911公顷，是贵州最大的连片

自然保护区，还是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

习保区还是全球最重要的中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基因库。目前，已

采集到标本的动植物有 3863种。

守护好这片森林， 就是为赤

水河，为长江，守住了一道生态屏

障；守护好这片森林，更是为地球

守住了动植物基因库， 为人类未

来留空间。

本报记者 黄黔华 王弘扬

习水同民镇 寻访“皇木”故地

“皇木”故地

遍地“宝贝”

扶贫产业

主打绿色牌

守住红线

为民谋出路

本报讯 5 月 14 日，湄潭县法

院审理一起挪用公款案，湄潭公路

管理段原会计陈某，挪用单位公款

600余万元用于网络赌博。

据检察机关指控，陈某在担任

湄潭公路管理段会计期间，迷上了

网络赌博，在未经单位主管领导同

意的情况下， 擅自将单位公款

625.6 万元转入自己个人账户，用

于赌博活动。 2018年 1月，陈某在

单位相关负责人陪同下向当地纪

委投案自首。 至案发时，陈某挪用

的公款仍有 501万元无法归还。

庭审中，陈某承认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并称自己挪用公款赌博是

希望有朝一日赢了再归还回去，不

料却越陷越深。 陈某的辩护人认

为， 陈某主动向纪检部门投案，有

自首情节，且系初犯偶犯，其子年

幼，希望法院从轻量刑。

湄潭县法院经审理后当庭宣

判， 陈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

判处有期徒刑 11年， 扣押的银行

卡余额退还被害单位，并责令陈某

将未归还的挪用资金退赔给受害

单位。

（本报记者 黄宝华）

600余万元公款

被他赌博亏空

湄潭县一会计一审获刑

11 年

■新闻速递

本报讯 5 月 14 日， 六盘水相关部门

宣布，2018 年凉都夏季国际马拉松赛于 7

月 29日鸣枪开跑。

据悉，凉都·六盘水夏季国际马拉松已

连续三年获中国马拉松金牌赛事称号，被

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

目” 。 2018 年被中国田径协会纳入“全国

马拉松锦标赛” 及“我要上奥运” 系列活

动。 本届赛事预期目标为国际田联铜标赛

事、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赛事起点设置

在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广场，规模 3万人，

其中全程马拉松 6000 人， 半程马拉松

4000人，10公里马拉松 2000 人，大众健身

跑 18000人。

今年， 该赛事组委会除精心办好赛事

外， 还将在赛事期间举办六盘水马拉松全

民健身、2018“六马” 等系列活动，为市民

献上一场全民马拉松的盛会。 该赛事将于

5月 18日启动网上报名。

“凉都人将在 19 度的夏天，用 360 度

的激情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与” ,相关人士

表示，中国凉都将以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独具特色的夏季马拉松赛， 带给所有参赛

人员全新的体验。 （本报记者 高松）

进山公路

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山记”系列报道最后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