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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伟华

通讯员黎振勇 周俊远 廖荣格/文

记者蒋伟华/摄

“让每个村民都入股，钱不够我先
垫……”荔浦县花篢镇相仕村的村支书李洪
生靠着诚信种植培育果苗年入百万。富裕起
来的他从来没忘记村民，不但热心公益事
业，还带动村民种果育苗，今年还和全体村
民一起开出了 100 多亩荒山，让村民全部
入股参与种植，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靠诚信挖到第一桶金

见到李洪生时，他刚开着越野车风尘仆
仆地从地里赶回来。他中等个子，皮肤黝
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实在太忙了，正是
育苗的时候。

确实，从开始接受采访到结束大概一个
小时，记者看他接了至少七八个电话，有村
民问育苗情况的，有老板洽谈业务的，也有
群众反映问题的。李洪生一边通过电话处理
问题，一边跟记者聊了起来： 43 岁的他当
过兵，外出打过工。 2000 年左右，他回到
村里发展育苗产业，承包了 10 亩地，靠着
几千元的积蓄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村里有育苗的传统，我觉得发展起来
应该不难。”李洪生说，从小的时候他就跟
很多村民一样开始接触育苗技术，对此有着
深厚的感情也有一定的基础。果然，第一年
他就小有成绩，获得了 8000 元的收入，此
后产业越做越大。

在李洪生看来，除了自己的辛苦付出，
产业做大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诚信。 2011 年
春，一名湖南客户前来购苗，因工人疏忽大
意少给了对方 900 株苗。得知情况后，次
日，李洪生亲自给这位客户补全合同数量，
让客户十分敬佩。第二年，这位客户一次性
订苗 10 万余株。事后，李洪生经常给村民
讲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他经
常劝导村民，要想发展育苗经济，必须向市

场提供优质产品，杜绝假苗、病苗，不得损
害任何客户的利益。在他的影响下，不少村
民懂得了诚信经营的重要性，发了“诚信
财”。

热心公益，乐于助人

多年来，村民们看到李洪生敢想敢干，
十分佩服， 2014 年推选他当村党支部书
记。上任后，他看到村里连个像样的公共活
动场所都没有，村民们茶余饭后主要的娱乐
活动就是聚众打牌。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2015 年，他便向上级争取新农村建设资金
等项目经费建设村级活动中心。项目总投资

需近 60 万元，各项资金整合后还差将近
15 万元的缺口，为此，李洪生在村民大
会上表态自愿捐款 2 万元支持建设。他
的这一举动让村民感到既意外又感动，在
他的影响下，村里掀起捐款高潮，很快，
资金缺口补上了。 2016 年 5 月，活动中
心综合大楼建起来了， 2000 平方米的活
动场地也硬化好了，篮球场、羽毛球场、
文化戏台、棋牌室一应俱全。随后，村里
各条巷道也全部改造为水泥路，还安装了
太阳能路灯。据了解，活动中心启用后，
村民聚众打牌的现象没有了，得到了群众
和当地政府的高度赞扬。

除了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李洪生对

村里一些困难户也经常伸出援手。去年一
位村民生病没钱医治，他主动帮其垫付 1
万元，该村民出院回家后，他又每个月资
助 200 元的生活费；村民发展种养缺资
金，他也主动帮人家垫付……据不完全统
计，多年来，在公益事业和帮助村民发展
方面，他已经掏了数十万元。

自己兜底，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如今，李洪生还开通了网上销售果苗
渠道，很多老客户都喜欢订购他的苗，如
今他自己育苗加种苗面积超过 160 亩，
年收入超百万元。靠着诚信的招牌，很多
客商慕名而来，村里新苗销售量也逐年提
高。

“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富了才
算富。”李洪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从去年开始他就为村民做了好几件
事。首先他自己拿出价值 100 万元的苗
让 10 多户村民帮忙育苗，村民只需要出
土地和人工，不需要付出资金，苗育好
以后他直接回收，到今年为止，十多户
村民多的可以赚 10 多万元，少的也能赚
几万元。看到村民发展的积极性高，今
年李洪生和村民商量后，将村里的 120
亩荒山全部开垦出来，成立合作社，让
每个村民都能入股，每股 1000 元，村里
近千人股金就是 100 多万元，并且为了
减轻村民的负担， 1000 元的股金按 3 年
付清，贫困户或低保户没钱入股的，李
洪生就帮忙兜底垫付，大家一起发展种
植。

记者看到，在开出的 120 亩荒山上
已经种植上一些果苗，目前还在扩种中。
在李洪生的带领下，村里已经种植果苗
600 亩，育苗 500 亩，大部分村民都加
入到种果育苗的行业中来，村民少的有几
亩，多的有数十亩，有的村民还到外地承
包土地发展种植，收入年年攀升，村里的
别墅也陆续拔地而起，大家一起向着共同
富裕的目标迈进。

走基层·人物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龚旺锡)“我要立功，检举阳某手
上有两条人命的命案。”近日，在桂林市第二看守所，管教民警对
在押人员进行例行感化教育时，一名犯罪嫌疑人突然这样说。一
桩 11 年前的命案终于浮出水面。这桩涉及交通肇事逃逸的命
案，11 年来一直是灵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的一块心病。

2007 年 1 月 20 日晚 8 点 28 分，灵川县公安局 110 报警
中心接到报警：在国道灵川县至桂林市的高速公路入口处附近，
发现一男子和一小孩倒在路上。灵川县交警大队值班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发现位于国道 322 线 344 公里处，一辆电动自行车
与一小孩倒在马路中间，500 米外的高速公路入口处还躺着一
名壮年男子。民警根据现场判断，这是一起重大交通肇事逃逸
案，两名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均不幸身亡，肇事车辆不知去向。

民警通过调查获知，受害者是一对父子，男子 36 岁，玉林
北流市人，在桂林打工，他的儿子才 6 岁。民警进行了大量走访
调查，询问报案人，寻找事故现场附近的目击者，均没有发现肇
事车辆的任何线索。由于事发路段附近当时尚未安装监控设备，
肇事车辆就此消失在茫茫夜色中。11 年来，民警每次翻阅卷宗，
父子俩倒在公路上的惨状就会浮现在眼前，心情无比沉重。

今年 5 月 3 日，桂林市第二看守所的管教民警在对一名
涉嫌盗窃的在押人员进行感化教育后，询问他是否有其他犯罪
线索要向公安机关反映。为了争取立功表现，这名在押犯罪嫌
疑人说：“我要检举阳某 2008 年 5 月开车撞死两个人的肇事
逃逸案，争取宽大处理。”由于案情重大，管教民警立即向看
守所领导进行了汇报。所领导向灵川县公安局反映情况后，灵
川县交警大队马上组织办案民警翻阅 2008 年交通事故记录，
却发现当年并没有类似案件，而嫌疑人举报的阳某系灵川县灵
川镇双潭村的农民，并没有开过车。

“会不会是举报人为了争取立功表现，胡乱编造呢？”办
案民警为慎重起见，决定到看守所对举报人进行进一步询问。
举报人交代，事情应该发生在 10 年前，由于案发时间久远，
具体时间他也记不清。但他听说事发地点是在原桂林市第二车
管所附近的路段，撞死了两个人。办案民警马上联想到困扰他
们 11 年的那起父子俩被撞身亡的案件。虽然举报人说的时间
和肇事者都对不上号，但反映的案情却与 2017 年 1 月 20 日
的案情十分相似。

从看守所出来后，办案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到双潭村找阳
某。阳某交代， 2007 年 1 月 20 日，他让苏某帮他运送杉木
到八里街木材市场出售。谈好运价后，苏某驾驶一辆经过改装
的中巴来到村里，装上木材后，他也一同乘车前往八里街。当
时天气寒冷下着小雨，一路上车子的挡风玻璃雾蒙蒙的，对路
面情况的辨识度很低。当他们经过事故发生路段时，车辆撞倒
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但苏某并没有停车。到达木材市场卸完货
物后，苏某发现死者所穿的雨衣仍夹在他的车轮上，于是将雨
衣扯出扔掉，并交代他不要把事故说出去。

5 月 16 日，办案民警突然出现在苏某面前，问他：“你
还记得 2007 年 1 月 20 日的事情吗？”自知插翅难逃的苏某
顿时低下了头。经过审讯，苏某对 11 年前的交通肇事逃逸行
为供认不讳。目前，苏某已经被灵川县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周建文）男子黄某因为要过
生日，拟组织庆生活动，竟想用毒品招待朋友们，但苦于自己
拿不出毒资，就伙同朋友抢劫毒贩。近日，犯罪嫌疑人黄某、
周某因涉嫌抢劫罪，被秀峰检察院批准逮捕。

今年 3 月 26 日晚，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狗肉周某
说，过两天自己要过生日了，想搞点毒品供大家乐呵一下，可
是没有多少钱，不如去抢点毒品来。随后，黄某便和周某拿着
开山刀和一支射钉枪，由黄某联系毒贩“龅牙”称要购买 1 万
元毒品，约好在本市巾山路一公司门口进行交易。

黄某驾驶租赁的轿车搭着同伙周某来到约定地点，过了 20
来分钟，“龅牙”也来了，上车后先拿出一小袋毒品，让黄某验货，
黄某先通过微信转了 2000 元毒资给前者。随后，“龅牙”将 50
小包毒品给了黄某，同时要求黄某将剩余毒资付给自己。

此时，黄某凶相毕露，并使个眼色给周某，周某将射钉枪
递给黄某，并拿出了开山刀，黄某持枪、周某持刀威胁“龅
牙”下车，不然就给他好果子吃。“龅牙”只得下了车，黄
某、周某两人驾车逃离后，“龅牙”报警，公安机关通过侦
查，最终将犯罪嫌疑人黄某、周某抓获。

秀峰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黄某、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持刀、持枪以暴力威胁，抢劫他人财物，已涉嫌抢劫罪，遂依
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黄某、周某；毒贩“龅牙”另案处理。

过生日想请朋友吸毒

无钱买就持枪抢劫毒贩
瘾君子与毒贩都进了监牢

嫌疑人看守所检举

牵出 11 年前命案

村支书用行动践行豪言：

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富

本报讯(记者陈静 文/摄)“哇，这就是王城当年的地图
啊。”第一次参观桂海碑林，“小记者”们惊呼连连。 5 月
21 日下午，市将军桥小学组织部分“小记者”对桂海碑林博
物馆、桂林市展览馆和桂林市美术馆进行了参观学习。

据了解，目前将军桥小学已与桂林市展览馆、桂林市美术
馆达成合作，建立了德育教育基地。市将军桥小学的雷敏荣校
长介绍，此次参观学习是为该校“六一怎么过”活动做准备，
学校希望通过走访艺术基地，让家长和学生感受艺术氛围，提
升文化素养。学校也希望与这些文博场馆合作开展参观博物
馆、博物馆课堂教学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了解并热爱身边的
历史，从而更加热爱家乡桂林。

上图为“小记者”们在参观桂海碑林博物馆。

将军桥小学：

走访艺术基地 传承中华文化

李洪生在地里跟村民交流果苗
的种植情况。

不朽的丰碑·桂林英雄烈士谱

□本报记者陈静 张苑 文/摄

进步青年投江殉国

李其实 1903 年出生，临桂县六塘镇新
街人，号春华。广西省立三中（桂林中学前身）
毕业后再读桂林初级师范学校，后任六塘高
小教师，时常与同事黄锦辉探讨人生理想。

1923 年春，李其实加入国民党。 1924
年春，他到广州考入陆军讲武堂，后转入黄
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入
伍生队排长。 1925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同乡黄锦辉同为黄埔军校早期 100 名共
产党员之一。参加北伐战争，他在广东从事
军事工作并参加了广州起义。

1928 年初，广东党组织派遣李其实回
到广西工作，任中共广西特委委员兼军事委
员，负责全省武装斗争。当年 7 月，特委
分派李其实兼任桂林区巡视员，并回桂林巡
视指导党的工作，重建桂林党组织。 8 月
初，李其实在月牙山隐真岩召集党员骨干会

议，宣布成立中共桂林县临时委员会，指导
桂林党组织卓有成效地开展农村和城市革命
斗争，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

1929 年春，李其实返回梧州与省委联
系，但因省委机关连遭破坏而联系不上，再
转香港寻找组织，并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桂
林党组织及领导的工农运动情况的报告，向
组织请求到莫斯科学习。随后，李其实转到
上海继续寻找组织，并到同济大学担任军训
教官。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李其实
到湖北武昌国民党军事行营政治部工作，与
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
恩来联系上，接受周恩来的秘密领导，继续
在国民党军队工作。

1939 年冬，在其黄埔军校同学陈泰运
邀请下，李其实任国民党两淮税警总团少将
旅长，该旅后改称第二纵队。李其实带领的
国民党部队避免与新四军出现摩擦，保持中
立地位，积极参与配合中国共产党在苏北领
导的抗日斗争，多次指挥部队出击日军，取
得重大战绩。

1943 年 1 月 5 日，在江苏省泰县（今
泰州市）张游庄战斗中，李其实率领的两个

团重创日军。后因日军增援，遭到 4000
余敌人包围，弹尽援绝，李其实与部分下
属被俘，被押至东台。日军先严刑逼其投
降，李其实从容面对日军：“我为公理正
义而抗战。今被俘，无他求，但求一
死。”日军改而采取软化诱降手段，称若
投降让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李其实严
词拒绝，并力诫被俘官兵为国尽天职。

第二日，李其实夫人张君惠前往营
救。他们趁看守松懈时逃出，但途中被日
军侦察兵发现，遭追击至西溪河时，夫妻
俩毅然从船上投江殉国，在冰冷江水中浮
沉的李其实仍大呼杀敌报国不止。次日，
群众找到其遗体，葬于牺牲处河边。次
年，国民党军重返张游庄时，建立公墓，
以纪念在此战斗阵亡的抗日将士，追认李
其实为中将。 199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追认其为烈士。

烈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如今，在书香浓郁的桂林中学内，李
其实烈士的事迹仍被莘莘学子铭记在心。

“除了李其实，我们学校还出过不少烈士
校友，有黄锦辉、李征凤、谢铁民等 15
人。”在采访中，桂林中学党总支书记陈
先梅介绍。陈老师说，“五四”运动时
期，时任校长的李任仁对进步学生非常支
持，鼓励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在他之
后的校领导也在学校开展各种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也在校内的进步学生中发展党
员，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传播革命火种，
团结广大师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自此薪
火相传，形成光荣革命传统。

不仅仅在清明节前后，在日常的校园
主题活动中，桂林中学也围绕红色文化对
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果他们还活
着，应该会有一个稳定的家，一个深爱着
的太太和可爱的孩子，这一切都在 75 年
前的那次牺牲中无法成为现实。一个年轻
人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而献出了生命，这
样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记者在
一位高二学生的清明札记中看到这样一段
话。像李其实这样的烈士校友留给桂中学
子的爱国情怀，如今已被赋予新的内涵，
并焕发新的活力。

李其实：

誓不降日 投江殉国
位于解放西路的桂林中学是桂林市区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学之一，从 1905 年创办至

今，100 多年来培养了近 5 万名学子，其中就有一位为了民族大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李

其实，他的事迹至今在桂中师生中流传。

▲李其实当年在黄埔军校。(资料图片)

前后共
有 15 位像李
其实一样的烈
士在桂林中学
读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