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历史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8月号
�4

上海与万州：源于三峡的25年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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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前记] 陈文刚，1959年10月生。2002年4月任重庆市万州区委副秘书长，2007年3月任万州区

政府副秘书长、万州区对口支援主任；2010年12月任万州区政府副秘书长，万州区

对口支援和经济协作办主任。2014年12月任万州区旅游局局长。

三峡工程是一个世纪工程，工程浩大，仅移民

就达百万。而这其中，万州是一个移民搬迁的集中

地。作为三峡工程库区的重镇，万州以县为单位，

动态移民超过30万，是整个三峡库区的五分之一，

占重庆库区的四分之一。万州人民为三峡工程做

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99�年开

始，中央安排了很多省市对口支援到万州的各个

区。南京、天津和厦门对口支援万州龙宝区；福建

和黑龙江对口支援万州天城区；上海和宁波对口支

援万州五桥区。从此，开启了上海对口支援万州的

历程，万州在从万县到“重庆第二大城市”的蜕变

发展中，也开始了和上海延绵�5年的情缘。

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立足“上海是全国的上

海、上海服务全国”的大局观，对万州开展对口支

援工作。�0世纪90年代，上海宝山、黄浦、嘉定和

卢湾四个区率先启动对口支援，随着上海在全国几

个省市的对口支援工作逐步铺开，上海对万州的对

口支援工作也做了调整，宝山和黄浦区结束任务，

卢湾和嘉定区继续对口支援万州。不久，上海对

口支援万州的区变更为浦东新区和卢湾区。�0�3年

底，上海部分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卢湾、黄浦合并

后的新黄浦区担负了对口支援万州的重任。虽然历

经多重调整，但上海始终按照中央对三峡移民三个

阶段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万州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三

个阶段。

（一）1992至1998年，目标是“搬得出”。当

时上海具体对口支援的是万州的五桥区，如何使移

民顺利搬出家乡开始新的生活？上海市委、市政府

从实际出发，把启动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基础设施的

援建上。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确立了“重点

需要重点推进”的援建思路，把基础设施作为重点

支援项目，真正帮到了百姓的心坎里。在城镇基建

方面，一是修路修桥。在库区蓄水、水位上升后，

很多道路被淹没，没有桥梁，一些地方就成为了孤

岛，百姓无法通行，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建

设通讯。了解新闻、和亲人通讯联络都离不开广播

电视，这是当地百姓的生命线。所以上海在五桥相

继修建了上海大道、广播电视大楼、卢湾桥、浦东

桥、嘉定桥等等，至今仍能看到众多以上海命名的

地标。

（二）1998至2008年，目标是“稳得住”。为

了让老百姓搬迁后能够安心留在万州这个新家，上

海又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决库区移民的基本生活、基

本教育、基本医疗上，着力解决三大问题：教育、

医疗和就业。在这个�0年中，上海紧紧围绕万州的

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和就业的发展，以三大先进理

念贯穿和指导对口支援工作，援建项目让广大万州

移民直接受益。

首先是系统性、立体性的帮扶。教育上，纵向

一、三个阶段的对口支援结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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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上海援建了体系完整的教育机构，涵盖幼儿

园、小学、初中、高中以及职业教育一应俱全。从

横向来说，上海援建范围广、体量大、质量高。地

域上，上海援建的学校覆盖到城市和农村；内容

上，不仅仅是帮助盖校舍，引进、安装实验室成套

设备等硬件支援，还包括学校内课程和科目的设计

安排、师资力量的引进和培养等软件上的支援，

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如今，上海援助的两所中

学，都成为了重庆市重点中学。一所是万州城区的

上海中学，一所是我们农村的新田中学，它是万州

区农村办学规模最大、移民学生最多的高中学校，

成为了万州区农村唯一一所市级重点中学，这是

不多见的。这种全方位的、在教育上的立体帮扶，

使万州的教育成为吸引移民留下的一个重要因素。

医疗卫生上，从硬件改造来说，上海帮助我们升级

改造了很多医疗机构。例如把一所乡村卫生院升级

成为二甲医院，它的耳鼻喉科成为万州特色专科和

上海浦东新区耳鼻喉学科建设群成员，这所医院现

在就叫万州上海医院；将万州区人民医院腔镜中心

打造成重庆市特色专科，发挥了社会效益。从软件

上，上海率先把白玉兰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引进到万

州当地医院，而且覆盖到二甲三家医院、地区卫生

院和乡镇卫生院，使当地百姓都能享受到来自千里

之外的、像瑞金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的远程支援，

共享优质医疗资源。同时，我们的卫生干部进修学

院也引进了这套软件，惠及了万州的医疗教学。就

业上，为了稳住移民一代、二代以及更多后代，上

海倾注大量心血帮助发展职业教育，帮助解决移民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问题。上海教委、教科所将

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成套的教学实验设备引入万州职

教中心，成功开展了宾馆酒店、旅游、家电、电

气、机械、汽车等众多专业的教育培训，重点帮助

移民进行劳动技能和上岗培训，使该校在不到3年的

时间里升格成为一所高等专科学校——重庆安全技

术职业学院，为移民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在新农村建设发展中，上海提出了“整

镇规划、分布实施、整村推进、梯度转移”的理

念。经过大量详实调研和专业研究，帮助每个村进

行了富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发展规划，实现了一村一

特色。例如长岭镇的老土村着力发展中药材生产，

板桥村致力于香葱种植，市场占有率很高，号称万

州卖出的葱中每�0根就起码有9根都产自板桥村。同

时，上海还提出，将每个村的产业发展同支部阵地

建设相结合，共同发展。在每个村都加强了村级公

共服务中心建设。这是上海特别强调做的，也是成

果尤为突出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按照“五个一”

工程的标准，包括建立了一个卫生所、一个文化

站、一个小超市、一个党员活动室以及一个党员服

务中心。在上海的帮助下，长岭镇的龙立村公共服

务中心被评为重庆优秀基层组织阵地建设和农村产

业发展示范项目，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作为农村发展的样板在全重庆市得以推广。

再次，在产业发展上，上海率先提出了“筑巢

引凤”理念。要稳住移民，就要稳住万州的产业发

展，要实现万州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要靠招商

引资。如何将“凤”——上海和全国的企业引到万

州来？上海提出：先筑“巢”——修建标准厂房。

于是，从�006年开始，上海几乎花了整个对口支援

资金的一半，迄今为止援建了30万方的移民就业基

地标准厂房。我们将这些标准厂房以廉价的租金租

给符合条件的企业，甚至对上海企业给予免租金的

优惠，从而将一些全国知名、乃至世界品牌的企业

吸引过来，顺利打开了万州招商引资的大门。财衡

纺织、双星运动服饰都搬到了万州，老凤祥将整个

西南销售中心放到万州，结算中心也从重庆转移

到万州来。在企业的引入标准方面，上海也动了脑

筋，引进的企业既要有产业带动性，又不影响生态

发展，如生产蓝牙耳机的合智思创、电脑硬盘驱动

架产量占全国60%的肯发科技、国产汽车先进企业长

安跨越、世界五百强企业施耐德电器等等，提高招

商引资竞争力，增强了万州自我发展的能力。可以

说，“筑巢引凤”的理念是上海对口支援三峡中有

引领性、示范意义的。

这三个理念的传输，说明上海的对口支援，不

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援，更是给我们送来了新的思

路、新的理念。

（三）2008年至今，目标是逐步能致富。为了

实现这个长远的目标，上海市委、市政府从长计

议，把对口支援的资金逐步向基层倾斜，提出“对

口支援+扶贫+创新”的工作思路，把扶贫和对口支

援紧密结合。

为什么对口支援三峡移民要和扶贫结合？这是

有针对性的。万州很多的贫困人口是移民。以前沿

江居住的人，在江边有门面，靠着长江黄金航道生

意兴旺。三峡工程进行后，他们成为了移民，向后

向上搬迁，原来的旺铺门面没有了，也就失去了经

济来源，成为了贫困人口。因此，这些年，上海对

口支援资金有很大比重都致力于扶贫。

怎么扶贫？上海合作交流办按照上级的要求，

提出了以创新的思路帮助万州全方位的产业发展。

开拓新兴生态产业，例如观光旅游，开辟了一条上

海到三峡的黄金旅游线。其间连接起上海对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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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的两个地方：万州和宜昌。游客可以从万州开

始游览三峡美景至宜昌结束，也可以从宜昌开始至

万州结束。旅游业的发展是上海对口支援三峡的长

远之计，既可以保护库区生态，又能带动当地人逐

步致富。如今，我们和上海市旅游局、黄浦区旅游

局共同合作，开辟了6条在万州和宜昌之间的三峡

旅游线路，每年的上海旅游节、旅博会、旅游洽谈

会都会邀请万州参加，而且为万州提供免费展台。

除了旅游业，还帮助万州农产品走出去，每年邀请

万州参加上海的农产品博览会，把农副产品推广到

上海市场。每年提供资金，安排万州政府到上海招

商，开专题招商推介会。帮助万州逐步走上致富道

路，对万州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我从�00�年开始担任万州区委副秘书长，�007

年开始兼任对口办主任，到�0�4年为止，我与上海

的对口支援合作了整整8年。我认为上海在创新对口

支援思路、推进库区经济发展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对

口三峡库区的最前面，并探索出了具有鲜明上海特

色和作风的对口支援方式。

（一）在坚持原则中体现尊重。这是始终贯穿

在所有支援万州的上海干部中的工作方针，也是我

最钦佩的一点。坚持原则，就是一切从工作本身出

发，凡是工作中认为当地政府安排不合理的、对今

后项目和万州发展不利的，都会毫不客气地指出

来，坚持让大家一起商讨。而在此过程中，又非常

尊重当地政府和当地干部，丝毫没有“我出钱就必

须按照我说的做”的颐指气使，一旦按照可持续发

展理念讨论出来的结果，就会坚持在当地党委、政

府的领导下开展对口支援工作。这些年上海对万州

的对援工作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展开的，事例比比皆

是。例如标准厂房的建设。当初提出建设标准厂房

的，就是上海的干部。当我们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

建设了好多年后，上海干部又转变了态度，说不能

再建了。我们当地干部一时会不理解，上海干部就

和我们当地干部一起讨论。原来上海干部根据全国

招商引资的形势判断，厂房修建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要考虑有多少企业来容纳的问题，并不是说越多

越好，而是有一个临界点。那么这个临界点是多

少？两地的干部又坐在一起商讨，所谓理越辩越

明，虽然讨论中有时双方态度会很激烈，甚至针锋

相对，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如何将对口支

援有限的资金利用最大化，更有利于万州当地的平

衡发展。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实施至今，万州

的标准化厂房体量把握得很好，基本满足了现有企

业的使用，又不至于闲置，保持在一个合理的、科

学的状态。这就是上海干部既坚持原则又尊重我们

当地政府部门的体现。再比如在支援万州医疗卫生

方面，我们当地干部曾设想，是不是可以扩大支援

覆盖面，将对口支援资金放到所有的乡村卫生院。

但上海的干部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认为应

该将资金集中起来，重点改建几个点，做出示范效

应来。这也是上海干部和我们万州当地干部经过无

数次讨论的结果。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有带动性，

也成为了援建医疗的一个范本。

（二）将对口支援上升为合作。对口支援可能

是一项阶段性的、单项的工作，而合作是长期的，

相互促进的。上海的对口支援，从一开始就不是仅

仅考虑经济上单方面的支持，而是从双方合作共赢

的角度考虑建立长效机制，并且率全国风气之先，

将合作理念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从人才培训上，上

海干部在万州援建学校，万州向上海输送劳动力。

从农业产销上，万州向上海提供农副产品，上海为

万州提供市场。现在我们万州的农特产品展销中心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扎根落地，库区的诗仙

太白酒、鱼泉榨菜、飞马味精、白羊柠檬、大红袍

红桔、山胡椒油、橄榄油等万州特色产品多次参加

上海举办的大型展销活动，打开了上海市场，沪万

两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合作。

（三）授人以渔从输血到造血。上海对口支援

万州的干部不光从资金的角度开展对援工作，还一

直在思考三峡库区最需要也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

当地干部的培养，并从各种途径关心我们万州人的

素质培养。每年，上海都会在浦东干部学院开设培

训班，安排我们万州的领导干部到上海学习先进的

理念；其次是对万州高教系统、卫生系统的对口培

训，组织学校校长教师、基层卫生干部到上海挂职

进修；还有在上海开设专题培训班，将万州的农村

致富带头人、社区的管理人员送到上海接受培训，

与上海的同行交流。这些培训费用都由上海的对口

支援资金提供，培训的选题、班次和时间都由上海

合作交流办和万州区一起在头一年商量决定，并列

入第二年的年度计划中，由上海市区两级和涉及到

的部门一起负责实施。这些年来，我们万州各层

次、各领域、各行业的干部和优秀人才从上海学到

了很多先进理念，也开阔了眼界。除了万州干部

到上海培训，上海干部还组织上海专家到万州来

交流。例如上海市教委组织上海优秀教师到万州挂

职，上海中学有两任校长都到万州的学校里任职讲

课讲学，带来了新的教学理念，大大带动了万州教

二、三个“一号通报”盛赞“上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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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发展。

从�007年至今，有3年国务院三峡办的一号通

报上，都是对上海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工作的总结通

报，对包括“筑巢引凤”、人才培训、整村推进这

些经验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肯定，我们都说，这是上

海干部创造的“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还体现在援助的广度上。在三峡

库区万州，上海的对口支援并没有局限于几个上海

对援项目，而是融入了万州当地的发展。上海对口

支援的资金不仅用于帮助建立示范性的教卫点，还

参与改造了万州当地40个乡村基层卫生院，参与改

造了�9所乡村幼儿园，帮助万州的基层教育卫生实

力增强，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长江下游的上

海，调动了方方面面的力量，牵动了众多部门，将

对口支援三峡放在了一个大平台上一起来做。上海

市教委、市旅游局、市卫生局、市国资委，都参与

到对口支援具体工作中。除了市级层面，还调动

了各个区的力量。曾经与万州对口支援的宝山区、

嘉定区，尽管现在已经没有对口支援关系了，但

友好关系还在。他们每年依然通过介绍企业、爱心

助学、扶贫帮困等形式，支援万州，成为了重要的

“编外”支援力量。

对口支援三峡的上海干部，今年已经是第�3批

了。相对于对口支援其他地区，援三峡干部批数比

较多，但在人数上是不多的，至今只有�0多位。这

些年轻干部在万州当地挂实职、干实事，发挥了很

大作用。他们是上海与万州的桥梁纽带，我们一块

儿到项目单位考察，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协调解决

推进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对项目建设工程进行全过

程管理，促进了对口支援项目的高效、高质量实

施。他们是对口支援的实践者、监督者，负责对口

支援资金落地、项目监督，在资金划拨方面严格把

关，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管，确保了项目资金的安

全。在�0余年的对口支援三峡工作中，上海和万州

的干部都没有在资金上出现过一点违法违纪问题。

我经手的上海对援资金就有近6个亿，在我离开对口

办的时候接受审计，审计结果只有简单的两页纸，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我们

能做到�0余年对援资金零事故？因为我们的干部在

做所有项目的时候，严格资金使用制度，始终坚持

一个原则：对援资金绝不落入企业，绝不落到个人

口袋。所有落地的项目都是国家设施，不和私营企

业有瓜葛。因此我们的项目、我们的干部个个清正

廉洁，经得起审计考验。这也是我特别骄傲的。

上海的干部以务实正派亲民的作风无私地开展

支援库区工作，也潜移默化地感染了万州的干部和

百姓。这些年里，上海干部与我们结下了深厚情

缘。今天万州的五桥区留下的诸多带有“上海”的

标志，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其实，上海是不同意

将援建的基础设施冠名“上海”二字的。上海市

委、市政府坚持认为，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工作要

默默无闻，万万不能四处树碑立传。但万州五桥的

百姓强烈要求以援建方上海或者上海对口支援区来

命名。因为五桥区是上海对口支援万州最早的区，

原名叫万县，属于万州非常贫困的县，几乎全是农

村，只有50多万人口，全县财政收入不到�个亿。三

峡库区蓄水，从一期水位上升到三期水位，当地群

众靠后搬迁，改为五桥区的万县当时正面临严峻问

题。这时候，上海同胞们带着几百万的援助金开始

了对口支援。虽然这笔资金现在看来不多，但当时

主要都用于在农村修建道路、桥梁、通讯等百姓急

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是真正的雪中送炭。所以当

地群众坚决将这些设施名加上了“上海”二字，以

表示感谢。因为这些名称，当时上海的对口支援干

部还挨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批评。但这是万州群

众感恩之情最直接的印记。

再说一个擦皮鞋的故事。上海在五桥援建了好

多设施，所以五桥的百姓对上海干部感情最深。当

时五桥街头擦皮鞋是一块钱一双的价钱。一次，上

海的一位挂职干部去擦鞋，擦鞋的人听出这个客人

说的是普通话，不是万州本地话，就问客人是哪儿

的人，一听说是上海的挂职干部，立刻说：我帮你

擦鞋不收钱。我们这儿的上海大道就是你们修的，

上海帮我们做了好多好事啊，我一定不能收上海干

部的钱。这是发生在万州街头真实的故事，淳朴又

感人。

要说万州人对上海干部的特殊感情，不是文字

能够简单描绘的。你若是去了农村，就会发现那些

农村卫生院的护士都能叫得出我们每个上海挂职干

部的名字，农村的普通老百姓都能认得出上海挂职

干部、甚至上海合作交流办的同志。老百姓们会高

兴地说：上海人来了，我们这里就有路可修了，就

有希望了。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中都透露着百姓的

真挚情感，因为他们能清楚看到上海干部带来的是

真金白银、做出的是真抓实干、付出的是真情实

意，他们能真切感受到上海对援给他们生活带来的

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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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收上海干部擦鞋钱，

吐露万州人对上海的真挚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