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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诸葛保满 唐咸萍 文/摄

八月的骄阳，炽热绽放，清风阵阵，
知了声声。开车行进在阳朔县葡萄镇杨梅
岭村委的进村公路上，路面光洁平整，路
边竖着坚固的护栏。从车窗放眼望去，满
山满岭绿意盎然，成排成行的金桔树反射
着太阳的光辉，有农人或在果园除草施
肥，或开车在路上驰行……走完硬化过的
村道，车子继续前行。眼前是一条平整好
地基、加固了路肩的待施工道路，这条路
的作用主要是方便村民开车到果园劳作，
用车把水果拉出去销售，是一条“扶贫产
业路”。

阳朔县葡萄镇杨梅岭村委下村村民秦
炳科介绍说：“这条路是杨梅岭村委面前
山至龙麦地的产业路，道路全长 1 . 52 公
里，投资 100 多万元，辐射沿路的 500
多亩果林。”秦炳科既是这条路的受益者
也是施工负责人，想到道路修好以后，沿
路 400 多亩进入丰产期的果园每年产出
的 10 万多公斤金桔可以用汽车直接拉到
市场出售，他就喜不自禁。葡萄镇人民政
府副镇长黎超介绍:“杨梅岭村委面前山
至龙麦地的扶贫产业路是争取上级资金在
下半年开工的扶贫建设项目之一，今年 5
月份在该村已建成了一条投资 58 万元，

长 816 米的杨梅岭村委迴龙村至源头村
通村公路，惠及 173 户 600 多人出行，
同时辐射沿路的 200 多亩果林。”据了
解，杨梅岭村委是贫困村，辖 12 个自然
村， 17 个村民小组， 726 户， 2597
人，主要依靠种植金桔、种植苗木产业发
展经济，目前已实现所有自然村通水泥公
路，金桔种植业有了大提升，至 2018 年

底，全村共有建档立卡户 129 户 425
人，贫困户 101 户 325 人，己脱贫 60 户
211 人。

阳朔县福利镇屏山村委也是贫困村，
制约该村发展的主要是丘陵山区和交通不
便，在上级部门和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
下， 2016 年至今共争取资金 691 . 47 万
元，硬化 20 条道路约 19 千米，所有自

然村通村道路全部硬化通
车，通行政村的四级路也已
完成硬化，村里建立了
4000 亩砂糖桔种植基地，
带动了 40 多户贫困户通过
种植砂糖桔发家致富。今年
上半年，上级又争取资金
123 .5 万元，硬化屏山村委
泵嵅至福利村委大岩门村通
车公路。福利镇人民政府副
镇长赖顺恩介绍说：“泵嵅
至大岩门村通车公路的建
设，让屏山村委至县城的车
程由原来的 1 小时缩短到
20 分钟，也为县里下一步
打造红色旅游线路打下了扎
实的基础。”

道路通则财路通。在阳
朔，像葡萄镇杨梅岭村和福
利镇屏山村一样，道路交通
基础设施发生着翻天覆地变

化的还有许许多多的村庄。仅 2019 年
上半年，该县就争取资金 1027 . 782 万
元，提升改造或新建扶贫路 8 条 8 .521
公里，新建硬化产业路 3 条 3 . 041 公
里，惠及 8 个乡镇 14 个贫困村的 3623
户 13000 多人。目前，全县 23 个贫困
村已经实现了所有通自然村道路进行了
硬化，有效改善了贫困村的发展环境。

翻开尘封的历史，那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面便浮现在眼前。

那是 1934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 日，在桂林的兴安、全州、灌
阳，发生了中央红军浴火重生的湘江战役。红军战士们与 30 万
国民党军浴血奋战了七昼夜，最终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
了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保存了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
开，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的
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自治区领导对这段历史，对积极寻找和
保护烈士遗骸高度重视，表达了对红军英烈们深切的缅怀和崇高
的敬意。今年清明的时候，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来到
了兴安烈士纪念碑园，当我站在庄严肃穆的闽西烈士雕塑前驻足
凝视的时候，被深深震撼了，先辈们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湘
江，最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触摸着石碑的沧桑，仿佛看见了
85 年前那一张张被硝烟熏黑的稚嫩的脸，我不知道你们的姓
名，心里只烙下了一个为信仰而生的称呼——— “红军战士”。

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听到了你们呐喊厮杀的声音，看到了
你们坚不可摧的身影，感受到了你们那坚贞不屈的精神，你们是
一群不朽的英灵。我仿佛听到有一个战士的声音传来：我是红五
军团 34 师 100 团的战士，我叫山伢子，是闽西人。 1934 年在福
建上杭参的军，是个新兵蛋子。我当红军哪，就是为了不再受地
主的剥削和压迫，因为苏维埃新中国会让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有书读。我还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我们团 10 月 10
日开始了战略转移， 11 月底来到了广西，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
中革军委毛主席过湘江。在黄陡坡，子弹呼啸着从头顶穿过，木
屑和泥土被炮弹炸开，敌人的机枪密集而疯狂地扫射着，硝烟弥
漫，满目疮痍。这时，敌人黑压压的一大片，肆无忌惮地冲了过
来，我们各种武器喷射出了愤怒的火舌，敌人丢下了一大片尸体
开始退缩，我们乘胜发起反冲锋，这已经是打退桂军的第四次进
攻了。趁着间隙，我赶紧和几个同志拿玉米棒填一下空腹。部队
路过灌阳时，有位衣衫褴褛的老奶奶，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到
了我的身边，她拿着煮熟的玉米棒让我吃，让我想起了奶奶送我
参军的情景，顿时我的眼角湿润了，我知道我随时都会牺牲的，
我把战略转移时连长发的两块光洋留给了老奶奶。我们师长陈树
湘说过：“跟着毛主席，推翻旧社会，让所有穷苦人过上好日
子。如果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天下穷苦人不再受欺负，为了自由和
幸福，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和希望，那也是值得的，今天我们誓要
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也是我甘愿付出一生的理
想啊，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实现理想，或用我的牺牲让理想得
以实现，那也是幸福的事啊。轻机枪清脆的响声，打破了冬晨的
寂静，一个战友倒下了，灰色的军衣都被鲜血染红了，我急忙搂
住他，呼唤他的名字，他睁开了眼跟我说：“为了保卫党中央，
我尽力了，不知毛主席过了湘江吗？”同志们的牺牲让我已经流
干了眼泪，没了悲伤，只有愤怒和仇恨。我端起了枪，越出战壕
向敌人冲去，子弹打光后，我抽出背上的大刀，砍倒了几个敌
人，却不幸中弹倒下了。我看见了蓝蓝的天，看见了奶奶的笑
脸，看见了毛主席带领我们的党获得了政权，并成功地领导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此让人民过上了自由幸福的日子。敌人
又上来了，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拉响了手榴弹……

恍然间， 85 个春天过去，风吹过苍松翠柏，雕塑巍峨屹
立。你们的脚步是如此的坚定，品格是如此的高洁。都说生命的
高贵需要用牺牲来支撑，但谁又能说牺牲不是另一种超越。你们
用牺牲礼赞生命，凤凰涅槃走向了永生。英烈们，你们可曾看
到，今天的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幸福，有尊严地屹立在世
界的东方；今天的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继往开来，人
民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我还想告诉你们，今天的中国，红色
基因将代代相传！

本报讯（记者孙敏）“你确定要走这步棋了吗？确定了我可要走下一步了
哦。”近日，在荔浦市茶城乡坪社村委综合服务中心的儿童之家，桂林理工大学大
三学生潘银娇作为村里的一名青年志愿者，正在这里带着村里的十多名留守儿童一
起下棋和学习模型制作。

作为荔浦市茶城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暑期来临时，茶城
乡充分利用大学生暑期返乡的特点，组织大学生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为乡村暑
期放假在家的留守儿童提供陪伴成长的志愿服务。潘银娇所在的茶城乡坪社村，就
依托坪社村综合服务中心，把村里暑期返乡的大学生拉进了村民微信群，定期公布
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和内容，感兴趣的大学生可以即时报名当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废纸张属于可回收垃圾，外卖饭盒属于
干垃圾，厨余属于湿垃圾……林林总总的垃圾，该如何正确地找到
“归宿”？近日，象山区南门街道翠竹路社区文明实践站组织辖区近
30 名学生和家长志愿者开展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让垃圾分类逐渐成为社区里的新风尚。

当天，孩子和家长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桂林众力创能
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初步了解了垃圾的处理现状、垃圾的分类及如何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随后，学生和家长们参观了垃圾分类的设备、车
间和焚烧场，并现场体验了垃圾分类智能系统。

社区负责人表示，垃圾分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从孩子抓
起，让他们带动家人和朋友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来，将垃圾变废为
宝，美化家园，实现“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十分”的目标。

“我和我的祖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湘江战役主题演讲比赛优秀作品选登

不能忘却的纪念
□桂林市穿艺装饰画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兴政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滕嘉 实习生何美容） 8 月 17 日，
秀峰区在耀和荣裕小区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当天，秀峰区政府、市城
管委、市环卫处、众力创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来到小
区，现场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并引导居民们学习垃圾分类。

桂林是广西首座垃圾分类试点示范城市。从 2015 年 5 月到
2018 年 12 月，桂林在象山区和七星区 73 个居民小区开展了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共计约有 3 . 5 万户居民参与。在前期工作经验积累的
基础上，今年我市将在秀峰区开辟 15 个以上的生活小区或学校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推动垃圾分类的普及化、规范化。

为了鼓励居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垃圾分类，当天主办方为社区居
民登记发放了垃圾分类积分卡和垃圾分类桶。持卡人通过定时定点分
类投放，即可在垃圾分类的指定地点刷卡积分，积分累积到一定额度
后可以参与相应的积分兑换礼品。

秀峰区环卫站相关负责人表示，秀峰区垃圾分类工作启动后，除
加大宣传力度外，秀峰区还将加强与社区、物业管理公司、学校的联
系合作，不断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同时培训垃圾分类指导员，加强对
市民垃圾分类的引导，引导市民自觉、科学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及增
强环保意识。

翠竹路社区开展

垃圾分类实践活动

秀峰区启动

垃圾分类工作

荔浦茶城乡：

大学生志愿者

与留守儿童共度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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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城乡坪社村委综合服务中心的儿童之家，大学生志愿者带着村里
的十多名留守儿童一起下棋和学习模型制作。 记者唐艳兰 摄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桂林

恭城莲花镇全力打造中国月柿主题文化旅游目的地
（上接第一版）融入月柿文化的骑楼，尽
显古镇风情；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并完成了
5000 平方米的莲花农贸市场的升级改
造；按照“四园一基地”标准，完成
9600 平方米日处理污水 8600 吨的集镇
污水处理厂改造，新建 24 个村屯污水处
理点； 1 . 5 公里长的月柿景观大道完成
绿化美化，成为特色示范街区……基础设
施的日趋完善，让莲花镇的品味和档次迅
速提升。

与此同时，莲花镇还完成了 4000 平
方米的民族小学校园改造；实施 1500 平
方米的民族卫生院提升改造、全镇 24 个
村（街）委建成村级卫生室，医疗保障得
到加强；完成 2500 平方米老舞台民俗文
化广场改造和 8000 平方米功能设施完善
的体育公园建设，为群众提供了休闲、娱
乐、健身场所。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群众幸福指数直线上升。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为了更好实现
产城融合可持续发展。只有一二三产联合
发力，才能行稳致远，带动更多群众享受
到发展的红利。”恭城瑶族自治县政府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实现产城融

合，助推经济发展，莲花镇以“柿子之
都、乡村公园”为功能定位，强调种植、
加工、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融合”。

在农业方面，莲花镇广泛推广优质高
端甜柿品种，已完成改扩种月柿 5000 多
亩，新种甜柿 1500 多亩，中国柿子博览
园初具规模；按照“一村一品”产业格局

要求，每个行政村建立了产业示范点 1 个
以上。在工业方面，莲花镇以丰盛园农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为龙头，带动一批月柿冷链
物流加工企业，已开发出柿饼、脆柿、果脯、
柿叶茶、柿果酒等产品，远销泰国、俄罗斯
等国；与此同时，月柿科创园已完成设计规
划并列入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项目，桂林
柿宝杮丹宁提取已进入中试阶段。

在第三产业方面，莲花镇目前已完
成莲花河道疏浚清淤、护堤建设和 7
公里长的旅游栈道建设，拓展了红岩
AAAA 级景区空间。月柿景观大道、
月柿主题雕塑、月柿主体文化街区、月
柿博物馆、柿子博览园等项目串点成
线，形成了以月柿为主题的旅游精品线
路，让游客享受柿子文化体验之旅。
2018 年，莲花镇游客人数突破 30 万
人次，月柿年销售额超 3 亿元，新型
城镇化乡镇建设让当地群众获得了更多
红利。

“一城月柿一城韵，醉美山水醉知
音。通过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今的
恭城莲花镇景在城中、城在景中、景城
一体。”周世平说，对于莲花镇下一步
的发展，他和当地群众一样充满了干劲
和信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莲花
河水系、月柿科创园等项目建设，把莲花
镇打造为游客体验科研之旅、美食之旅、
文化之旅、采摘之旅、休闲之旅、生态之
旅的好去处，恭城乡村振兴的新亮点。莲
花镇，正在成为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公园。”

今年资源河灯歌节吸引 20 万游客
比去年增加 26.6%

本报讯(记者汤世亮 实习记者廖茜
琳 程佳莉)8 月 14 日晚，资源县第二十
五届民族传统河灯歌节漂放活动在资源县
城国家 4A 级景区资江河灯谷举行，万盏
河灯漂放资江和万人共同祈福将资源县第
二十五届河灯歌节暨第八届丹霞文化旅游
节推上高潮。据该县旅游部门初步统计，
今年河灯歌节期间到资源旅游的游客突破
2 0 万 人 次 ，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长
26 .6% 。

当晚 8 点半，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手持当地特色“莲花灯”“粽子灯”等在
河灯文化主题旅游景区资江灯谷再现“万
盏河灯漂资江”的奇观，伴随着“古来涛
涛资江水，月半歌节放河灯；山歌阵阵表
心迹，河灯盏盏祈太平”的悠扬山歌，一
排排、一组组、一列列寓意吉祥、制作精
美、五颜六色的大小河灯，托着心愿，带
着祝福，随江水缓缓前行，将“两节”推
向了高潮。

据介绍， 2019 年河灯歌节体现了旅
游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变化。一是万人祈福
共同漂放河灯为首次尝试；二是将文艺表
演、民族山歌对唱与河灯漂放活动结合，使
活动更具观赏性；三是头灯漂放权的竞卖，
为文化与市场的结合探索了新的思路。

近年来，资源县加大旅游投入力度，努
力完善各种旅游基础设施，打造各种旅游
业态，2018 年成功创建广西特色旅游名
县，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旅游产品市场

化，逐步由传统风光旅游向参与体验式
旅游模式提级发展，如今年河灯歌节的
头灯漂放权的竞卖，为文化与市场的结
合探索了新的思路。且自 2014 年资源
河灯歌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以来，“资源县河灯民俗文化协会”承
担起传承和挖掘河灯歌节传统民俗文化
的重要工作，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民
间参与”的运作模式办节庆，资源县河灯
歌节已成为该县的一张靓丽名片。

恭城瑶族
自治县莲花镇，
通过新型城镇化
示范乡镇建设，
已经完成 9600
平方米日处理污
水 8600 吨的集
镇污水处理厂改
造。

记者唐艳兰 摄

葡萄镇杨梅岭村村民在修好的扶贫路上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