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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陈佳琼 实习生廖茜琳

临桂区临桂镇灵山村原本就有着种植八
棱瓜的传统，但之前由于村民田地过于分
散，无法进行规模种植，导致这一特色产业
没有起色，一大半村民外出打工为生，灵山
村“空心化”现象严重。

随着全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号角的吹
响，灵山村的村民在驻村工作队员的指引
下，开始重拾八棱瓜种植的“旧业”，并通
过成立八棱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土地流
转，解决了村里土地过于分散的问题。如
今，在合作社的推动下，灵山村的八棱瓜产
业发展驶上快车道，八棱瓜特色产业成了该
村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引擎。

8 月中旬，烈日烘烤着大地。临桂区临
桂镇灵山村委冻头村的田间地头却是绿意盎
然，在搭满支架的八棱瓜地里，显得特别凉
爽。

“你们来得不是时候，今天上午我刚卖
了 400 多斤 (八棱瓜 )，剩下的还没有长
大。”在一块挂满八棱瓜的地里，冻头村村
民秦荣孙正在给还没长大的八棱瓜吊袋。
“这样可以让瓜长得更直，卖相更好。”秦
荣孙笑着说。今年快 50 岁的秦荣孙已种瓜
多年。据他介绍，他们村子一直都有种八棱
瓜的历史，由于环境和土质较好，灵山村种
植的八棱瓜质量和品相、口感都很好，在桂
林本地蔬菜市场小有名气。

农村实行土地责任承包制以后，灵山村
的村民便不再种植水稻，改种八棱瓜，供应桂
林市场。“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我们村里
种八棱瓜的人多了起来，价格也还不错，一斤
能卖三四毛钱。”秦荣孙回忆说，那时候他也
想跟着种八棱瓜，但由于家中的田地过于分
散而作罢，只能外出打工。“我们冻头村农田
比较多，人均每户都有 10 多亩，但就是太分
散，不利于开展规模种植，管理成本太

大。”秦荣孙告诉记者，他家有 12 亩农
田，但却被分成了十五六块，大的有两三
亩，小的却不到 5 分。“我从东边的田到
西边的地来回都要个把小时。”秦荣孙说。

“土地分散极大地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积
极性。”王付友，灵山村委八棱瓜专业种植
合作社的发起人之一。据他介绍，由于土地
分散不利于规模种植，同时还提高了管理成

本，灵山村的八棱瓜种植虽然起步早，但市
场没有打开，一直没有火起来。到本世纪
初，村里原来种植八棱瓜的农户也纷纷抛荒
外出务工，灵山土地闲置情况日发严重。冻
头村是灵山村委土地最多的自然村，全村水
田旱地 500 多亩，闲置土地超过了 65% 。

“乡村要振兴，农村经济要快速发展，
只有发展产业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灵山村

产业发展最大的阻碍就是土地零散的问
题，无法连片规模使用。”灵山村驻村干
部刘锋和朱健鹏对于该村产业发展存在的
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告诉记者，随
着越来越多像秦荣孙这样的外出务工人员
回到村里重操旧业，种植户希望打破原来
土地分散局面的愿望越来越强，村里的一
些八棱瓜种植大户便希望成立八棱瓜专业
种植合作社，不愿意种瓜的村民就以土地
入股。 2018 年 7 月，灵山村委成立灵山
村民合作社，发展当地特色农业八棱瓜。
据统计，至今全村 90% 的农户与合作社
签订了入股合作协议。

“截至目前，灵山村委八棱瓜种植面
积已有 60 多亩，按照目前 3 块多钱一斤
的市场价，年亩产值可以达到 12000 元
以上，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合作
社的成立和土地的流转，明年我们计划
扩种至 300 亩。”刘锋说，“只有形成
规模效应，才能解决过去种植成本高收
益低的问题。”据他介绍，灵山村的土
质、水质、空气条件等适合八棱瓜的种
植，所产的八棱瓜口感好，在销售时往
往比普通的八棱瓜每斤贵 0 . 3 元左右。
如今灵山村的八棱瓜由村民自己培育种
苗，质量可控，基因稳定，不受外界转
基因等种子影响，保证消费者对原生态
产品的需求，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
广大消费者及经销商的认可，未来销路
呈现良好趋势。“如今村里的八棱瓜产
业越做越好，比外出打工强多了。”秦
荣孙 6 年前回到老家种植八棱瓜，他跟
妻子两人打理 5 亩八棱瓜，一年下来收
入 6 万多元。

随着灵山八棱瓜产业规模日益扩大，
市场销路问题又成了种植户和驻村工作队
员关心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申请注册
一个地理商标，树立自己的品牌；另一方
面，我们也要建立冷库，尝试网络销售，
打开更广的市场。”刘锋说。

走基层·见闻

临桂灵山村：

八棱瓜特色种植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黄炎)刚出狱一个多月，为了
筹毒资，朱某又动起了偷盗电动车的歪脑筋。自以为神不知
鬼不觉的朱某，在某天回家路上，却被带着嫌犯到事发地指
认的民警一眼认出，遂被抓捕归案。目前，朱某因涉嫌盗窃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日前从警方了解到， 7 月以来，象山辖区先后发
生多起电动车被盗案件。接到群众报警后，象山警方立即部
署警力展开调查工作。民警发现，多起案件作案手法相似，应
为多人团伙作案。为尽快将嫌疑人抓捕归案，民警随即对嫌疑
人身份进行了详细摸排，对该团伙活动规律进行了研判。

7 月 24 日凌晨 5 点多，民警终于在蹲守的第三个夜里
成功将 3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25 日，民警羁押 3 名犯罪嫌疑人前往作案地点进行指
认取证。在途经瓦窑时，民警见到一女子颇为“眼熟”，于
是立即将其抓获。原来，该女子是最近新发两起盗窃电动车
案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民警早已通过查看监控视频分析研
判，将朱某的样貌牢记在心，在此地刚好“偶遇”。

经审讯，朱某曾因涉毒被抓， 6 月 3 日才从南宁女子
监狱出狱。出狱后，因无经济来源满足吸毒需求，于是干起
了盗窃电动车的勾当。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及另外 3 人已被象山公安分局
依法处置，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女子为筹毒资偷盗电动车
刚出狱又“进宫”

空明社区：

草帽涂鸦抒发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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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夏改青 文/摄)“孩子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你想表达什么，都可以画在草
帽上……”日前，在空明社区活动室里，孩子们用在草帽上
涂鸦的方式抒发自己心中的梦想。

此次青少年草帽涂鸦活动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
是空明社区为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而特别策划的。

要把普通的草帽变成“艺术品”，可不简单。当天的活
动中，在老师和家长们的指导下，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利用
颜料在草帽作画涂色。围绕“我和我的祖国”，孩子们有的
在草帽上画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有的画上火红的爱心、五彩
斑斓的花朵，还有的画上了勇猛的狮子图案等。

“孩子是原生的创作者，画画是开启儿童内心自我的最
好处方，儿童涂鸦画是孩子无拘无束的内在心理抒发，处处
呈现孩子们无尽的想象。这五彩斑斓的草帽正是孩子们心中
最美的图案。”采访中，空明社区负责人表示，利用暑期组
织这样的活动，目的是让孩子们体验创作的乐趣，以提升审
美能力、想象力和实践能力，并结合爱国主义教育，用孩子
们的画笔抒发他们心中的爱国情怀。

本报讯(见习记者曾思怡 文/摄)8 月 19 日是第二个中
国医师节。为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桂林仙源夕阳红养老院
和桂林日报社小记者活动中心共同推出“我是小小医生”实
践体验活动。这天，来自全市十几所中小学的小记者化身小
医生，在夕阳红养老中心学习医疗常识，参与救护体验。

这天一大早，夕阳红养老中心比平时热闹了不少，一个
个身着白大褂的小身影在穿梭，“我是小小医生”实践体验
活动就要开始了。活动共分为五大块，首先由两位老师带领
全体小朋友学习七步洗手法。接着，所有小朋友分成四队，
轮流学习心肺复苏、正确刷牙、肺脏听诊、数脉搏、使用体
温针等实用的医疗知识和救护技能。

“评估环境、判断意识、紧急呼救、复苏体位……”在
学习和体验心肺复苏的环节，负责教学的刘医师不仅给小记
者们进行认真的讲解和示范，更是鼓励在场的每一位小记者
亲自尝试心肺复苏的过程。

“现在都鼓励孩子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我是小小医
生’不仅让孩子们学习到医疗知识，也帮助他们提高劳动技
能。我们以后会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一个锻
炼的平台，同时丰富我们养老院老人的晚年生活。”夕阳红
养老中心策划宣传部主任董芷逸告诉记者，“这次活动中孩
子们普遍具有参与热情，也达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到养老中心开展实践体验活动

医师节，

小记者化身小小医生

□本报见习记者刘健 通讯员唐高云

家住兴安县溶江镇一甲村的秦志忠今年
已经 75 岁了，待人和善、雕刻技术精湛是
记者对他的第一印象。从来没有专门进行过
木雕技艺学习的他，靠自己摸索，成就了自
己的艺术人生。秦志忠告诉记者，在 70 岁
那年，他开始梦想在 80 岁的时候能够建造
起一座反映古代文明和农耕文化的木雕展示
馆， 5 年的时间内，他不曾有一丝懈怠，
如今已经完成了 40 余件作品。

从小喜欢书画，他始终怀着

一颗追求艺术的心

1944 年出生的秦志忠生长在一个农民
家庭，在五六岁的时候，受到父亲的影响他
喜欢上了画画。在当时，秦志忠的父亲由于会
画几笔简单的图画，便经常被村民邀请去为
村里画一些板报和墙报。每次跟着父亲出去，
看他画画，秦志忠都会痴痴看上好久。在背地
里，他也时常偷偷进行练习，时间久了，自己
渐渐开始尝到其中的滋味。

在 12 岁的时候，秦志忠已经是班里小
有名气的“画家”了，他所画的溶江镇小学
全景获得了桂林校区书画展三等奖。他的其
他作品也多次获奖。那时候的秦志忠已经不
满足于学校的美术课程。

“我萌发了去考美术学院的愿望，想要
通过专业学习，让自己的兴趣能进一步得到
升华。”秦志忠告诉记者，但因为家里的经济
比较困难，他的“专业”梦想很快就破碎了，后
来他一路辗转到佳木斯第二工业技术学校学
习机械技术，想要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因为受不了北方的寒冷，秦志忠放弃学
业回到桂林在家务农。 1966 年，由于在生
产中表现突出，他被大队推荐到桂林农业学
校读书。秦志忠的“艺术梦想”又一次复
苏，他根据所学课程画的细胞核等图画还被
学校选进了教材。采访中，秦志忠告诉记
者，受到他的影响，当时许多人也开始利用
课余时间学习画画，这让他头一回感觉到自
己一直以来的“兴趣”是可以有用处的。

从头学起，木雕成了他延续

梦想的选择

1969 年从桂林农业学校毕业后，秦志
忠回到了一甲村，没过多久就成了家。考虑
到生计问题，秦志忠在生产队作过会计工
作，利用闲暇时间，他整理出了一本一甲村
简史，介绍本村的历史和文化古迹。看到村

里一些古建筑上雕花的图案后，他又一次回
想起自己的“梦想”。从那以后，秦志忠经
常跟村里的木工待在一起，并在家自学木
雕。他买来了一些美术和雕刻书籍，边学习
边雕刻，逐渐掌握了木雕技术。

“刚开始时，我雕刻的都是一些简单的
小型工艺产品，后来熟练了，便尝试去雕刻
一些比较复杂的传统产品，如龙灯、牌灯
等，没想到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我也就索
性专门做起了木雕。”秦志忠说，以前，他
主要是搞工艺产品加工和出售用于养家糊
口，顾客都慕名来家里买产品。记者了解
到，秦志忠的雕塑作品还曾经获得过兴安县
根雕奇石展三等奖和 1992 年国家科委与广
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技术
新产品博览会优秀奖。

“那会儿做木雕生意的人很多，许多人
看过我的木雕作品以后，都指名要我去帮他
们干活，有些比我更专业的人都要在我后面
找活儿干。”秦志忠笑眯眯地向记者介绍，
雕刻讲究线条本身的生动，许多人完全按照
图纸一刀一刀去刻，没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
在里面，就会显得生硬、不自然。

由于技艺精湛，秦志忠一家的生活有了
保障，也有许多从事艺术工作的顾客和他保
持着良好的友谊。在他们的影响下，秦志忠
开始觉得木雕不应该仅仅是“生意”。

出于这种考虑，秦志忠一边加强自身的
学习，一边在子孙的教育上下功夫。在秦志
忠的影响与熏陶下，他的两个儿子都进入了
专业学校学习雕塑艺术，分别走上了雕塑创
造与雕塑教育之路。

70 岁时，他立志要建造起一

个展示民族远古文化的“博物馆”

2014 年，年满 70 岁的秦志忠已经从事

木雕工作十几年了，他的雕刻作品也从兴安
县流传到全国各地。此时的秦志忠给自己定
下了一个“宏大”的目标——— 到 80 岁的时
候，建造起一间能够展示民族远古文化的木
雕展示馆。

有了想法以后，秦志忠开始钻研历史书
籍，并且利用旅游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收集
一些和古代民俗、生活等相关的实物进行研
究。记者看到，他的设计包括了人类的进化
系列、农业农耕系列、水利灌溉雕塑系列、
民族风俗系列、宫灯制作系列等共 20 个系
列。他计划在 80 岁前，完成 100 件雕塑作
品用于展示。

“像农耕文化流传下来的犁、耙等工
具，我们还摸过，有亲身体会，但我们的下
一代也许就对这些东西生疏了，就是见到
了，也不一定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所以我
就想用艺术的形式，让后来的人记住历史，
记住我们的文化。”秦志忠说，许多古代传
下来的风俗习惯和劳作工作方式最能代表我
们的文化，所以他想结合自己的经验，用艺
术的手段把一些场景呈现出来，让大家能够

自己去体会，同时也能起到教育子孙后代
的作用。

在秦志忠居住的老房子里，他专门腾
出来一个阁楼，用来存放自己这些年所雕
刻的作品。经过 5 年的努力，他已经完
成了 40 多件木雕作品。

“在雕刻这些作品的时候，每次下刀
前我都会去想象怎么样才会让一块木头
‘活’起来，所有我想要表现的东西，都
会首先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个鲜活的场景，
然后才用艺术的手段把它表现出来。”秦
志忠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已经 75 岁了，
但干起活来丝毫不比年轻人差，由于活得
有目标也很充实，他并不觉得自己已经
“老了”。

秦志忠还告诉记者，他想要打造木雕
作品展示馆的愿望也得到了两个儿子的支
持。秦志忠说，由于他一直埋头进行创
作，展示馆的许多工作都还没有开展起
来，但就算自己没有时间完成最终梦想，
他的愿望也可以在儿孙当中延续，直到最
终实现。

到 80 岁时，建造起一座反映古代文明和农耕文化的木雕展示馆

年逾古稀的秦志忠有一个大梦想

▲工作室一角。

见习记者刘健 摄

秦志忠正在进
行新的创作。

见习记者刘健 摄

▲如今八棱瓜市场价格不错，秦荣孙满脸笑容。 记者汤世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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