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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本报讯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福泉市各级各部门
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福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结合工作实际，持续把解决群众就业问题作为重要工作来
抓，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宗旨意识和服务群众
水平。7月10日，福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工商联、
市生态移民局等多部门联合到马场坪街道乐岗五新社区开
展“万企帮万家”易地扶贫搬迁专场招聘会，组织了贵州应用

技术职业学院、贵州胜威福全化工有限公司、贵州滕
氏建设维保有限公司等50余家企业走进易地扶贫搬
迁小区，切实为搬迁群众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据悉，此次专场招聘会共提供 2000多个就业岗
位，涉及市场营销、行政文员、机械维修、化工生产、
餐饮服务等多个行业，涵盖领域广，针对性强，能够
满足求职者不同层次的就业需求。

“之前都是以打零工为主，今天很多企业来招
聘，我想借助这次机会，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找个稳
定的工作，能够照顾家。”在招聘会现场，搬迁群众潘
开祥与一家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

“你们这个上班地点在哪里，包吃住吗”“我们要
招的是电焊工，上班时间比较灵活，只要能吃苦
……”招聘会现场人来人往，前来应聘和咨询的群众

络绎不绝，求职者或在各企业专柜前向招聘方询问用工条
件、报名求职，或紧盯招聘展板仔细寻找合适岗位，招聘企业
工作人员也热情的向应聘者宣传企业用工需求和薪资待遇。

“我们村委会打电话跟我说这里有招聘会，我就赶紧过
来看看”。住在马场坪街道向家桥安置区的陶有琴当天早早
就来到现场，留意各企业的招聘信息，通过挑选和了解，她向
贵州润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表明了就业意向，并填写了个人
简历。陶有琴说：“最近我一直在找工作，因为小孩还在上

学，不想出省，想在近一点的地方找个工作，刚才看了几家公
司，我觉得自己适合酒店保洁，他们还交五险，待遇不错，就
填表留了信息，希望能被录用。”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通过开展招聘会，给用工单位和求
职者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让企业和群众双向选择，有效化
解了企业用工难和群众就业难的问题。同时，把招聘会办在
搬迁群众家门口，把就业岗位送到群众手中，促就业、拓岗
位，让搬迁群众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当天，招聘会吸引了 800余名搬迁群众及附近
居民前来咨询应聘，现场达成就业意向86人。

通过开展此次招聘会，搭建企业及搬迁劳动力双向用工
平台，精准提供就业帮扶，促进搬迁劳动力精准就业，从今天
的招聘会现场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很多搬迁劳动力与企
业达成了就业意向。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摸清全市企业用
工需求及各类劳动力的就业需求，通过持续性开展各类招聘
活动，为全市劳动力提
供更加精准的公共就
业服务。

图为招聘会现场。
（本报福泉记者

站 范凯慧 摄影报
道）

福泉福泉：：搭建平台送岗位搭建平台送岗位 精准服务促就业精准服务促就业

本报讯 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近日，三都县人社局、县凤羽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联兴村联合举办的草莓种植培训在都江镇联兴村昔东草
莓基地开班，43名群众参加培训。

“今天我们培训的主要内容是草莓种植。学会以后，
你们可以到基地务工，也可以用技术入股合作社种植草
莓，获得分红，增加收入，大家要用心去学。”开班典礼
上，第一书记潘池喜向学员说明了培训的目的和意义，
鼓励学员学好草莓种植技术，参与合作社草莓种植经营
管理、入股分红。

实操现场，授课教师用朴实、接地气的教学语言，
向学员传授草莓的种植、保温、施肥、除草、防虫、摘
果等技术。

“什么时候可以种草莓？”“我们这个地方种植草莓的
最佳时间是每年九月中旬”“怎样使用这个器具？”每提
出一个问题，都得到了老师的精准对答和规范演示，赢
得了学员们一阵阵的掌声，气氛热烈，很受欢迎。

“通过培训，我掌握了种植草莓的很多技术，以后就
可以在基地干活，不用到外面打工了”昔东组群众王应
韩高兴地说。

据悉，联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 2020年 11月引进草

莓产业，现有草莓采摘园10亩，采摘棚2个，每亩平均日
产草莓 100斤，出产量最多时每亩日产草莓达 300斤。从
可采摘至今，已实现纯利润 20余万元，累计带动 40余名

群众就近就业。
图为草莓种植培训现场。

（潘池喜 摄影报道）

三都都江镇联兴村开展草莓种植培训

本报讯 7月16日，笔者来到落双寨小干坝辣椒种植基地，
看到施工队正在紧张有序建设落双寨机耕道。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龙里县洗马社区始终把“为人
民群众办实事”放在第一位，切身服务群众，并深入村寨了解耕
种情况，真抓实干，全力完成农耕建设各个项目。

据悉，洗马社区围绕100亩辣椒机地建设基耕道，建设长度
为 1300米，宽度 3米，投资共达 58万元，为农耕者疏通要道，提
高效率。下一步持续推进农田基耕道建设，改善土地灌溉、耕
种情况，推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农民致富。图
为村民正在修建机耕道。

（梁倩 摄影报道）

龙里洗马：

紧张有序建设落双寨机耕道

天灯坡，位于群山环抱的长顺县城之中，山上古木
参天，岩石嶙峋，暮春盛夏，草木繁茂，一片碧绿，生
机盎然。深秋寒冬，满山老树横陈，傲霜斗雪，给人以
奋发拼搏的启迪，是长顺山的象征。

天灯坡，原名永固山，关于这个名字有这样一个传说：
在长寨民间，相传天灯坡与水井坡(烈士陵园左侧，山顶有
凉亭的小山)是一对炽热恋人，它们时常幻化人形，在花前
月下幽会，于是，就招来了封建卫道士的嫉妒，诬陷它们有
伤风化。乾隆年间，一位知县伙同地方上的豪绅首倡修筑
城墙，以期改变城镇的风水龙脉，实质上他们的目的是趁
建城墙之机，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城墙修好后，天灯坡位
于城中，而且坡顶是城中的最高点。当时，杀富济贫，打家
劫舍，铤而走险的绿林豪杰层出不穷，知县灵机一动，联想
起古代边陲关隘的烽火台，觉得县城中的这座山大有用
处，于是决定在山顶修建一个烽火台。这样，若城池遭到
攻击，就在烽火台上举火为号，附近村寨的团防、保丁见火
立即前来保驾，使得他们的政治地位稳固下来。因此缘
由，烽火台被称为永固台。城中的这座山，也正式命名为
永固山。

永固山改名为天灯坡，也有一段传说。嘉庆年间，
长寨来了一个河南人氏的官吏，他上任不久，为了标榜
为官清正廉明，便在下属幕僚和乡绅氏族中散布，说他
的父母在他出世前曾对天许愿发誓，如生的是男孩，将
来做官为宦，一定为百姓做善事。同时，他亲自登上永
固山，在潦草的勘查之后，他把永固山的龙脉走向、风
行水运邪说一通，并在烽火台上竖起一根灯杆。每天傍
晚在灯杵上挂上一个明亮的灯笼，名曰：“天灯”，取

“天灯高悬，国泰民安”之意。自那时起，永固山就易名
为天灯坡。

民国 19 年 （1920 年），长寨来了一个新县长叫李静
生，广西白流人，他带来一个弟弟李淡生充其幕僚。李
淡生是个迷信狂，自称精通风水，谙熟阴阳。在百无聊
赖中，他经常跋山涉水，查看地脉走向，编造了许多盅
惑人心的邪说。长寨城因地势较高，城郭低洼，城内只
有两口水井供全城人饮用。一到冬季，水荒严重，加之
人民生活贫苦，居住条件极差，烧的是茅草柴禾，点的
是油灯火把，稍不慎，极易引起火灾。李淡生见此便摆
出一副地仙架式糊弄百姓，说什么长寨之所以年年火烧
房屋，而又位居南方，按五行八卦,南方生火，所以城墙
不开南门，责成长顺城门四门开三门，要免除火焚之
灾，唯以水相克。因此，必须在天灯坡修一座龙王庙，
迎四海龙王供奉之，以便行四海之水制服烈火。其兄李
静生也是愚顽之辈，他听信李淡生的话，即将没收惯匪
高敬先的数间瓦房，拆来建在天灯坡顶上，一座龙王庙
便在天灯坡出现了。

民国27年（1938年），新任长寨县长刘仲雅在地方势
力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被害，继任县长为了表彰刘仲雅

“以身殉职，尽忠党国”的气节，将刘的血衣供奉在天灯
坡的龙王庙内，并改龙王庙为忠烈祠。

“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为破除“四旧”，忠烈祠被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灯坡的面貌已大为改观了，往

返天灯坡，人们已经不用攀越荆棘丛生的小路，宽敞、
平坦的水泥石级早把县城和天灯坡连接在一起。天灯坡
顶，历史陈迹，已经杳无踪影，代之而起的是地面卫星
电视接收站和古朴雅典的阁楼。长顺人民因为天灯坡上
的电视、广播的辐射，了解全国、时间。天灯坡，名副
其实了。

目前的天灯坡，山上绿树成荫，远眺尤如一只翠
鸟，山顶的地面卫星接收站，楼阁斗拱飞檐，沿石梯而
上及山顶鸟瞰全城，田园风光，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
怡。1984年8月1日长顺县人民政府以长政字（1984） 42
号文公布其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又在天灯坡及县委大院、盐业公司、农行
的旧址建起了天灯坡公园，山顶的高楼耸入云端，雕梁
画栋辉映星辰日月，这里成了长顺县城一道最靓丽的风
景。有道是：山中有城城似景，公园直修上云端。心花
变作追风伞，诗梦翔于
九重天。

（长顺县第二次全国
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整理）

资料来源于《长顺
县志》

天灯坡

在荔波县茂兰中学侧面的山上，有一座红军墓，安
埋着人们最喜爱的一位小红军。每年清明节，山乡的人
们带着花环、香灿、贡品，纷纷来到小红军墓前祭奠、
铲草、培土，缅怀红军英烈的丰功伟绩，寄托对红军英
烈的哀念。

红军小战士生前大约有十六七岁，秉性天真活泼，
对贫苦人满腔热情，平时经常跟随在张云逸军长的身
边。在红七军战士们中间，要数他年纪最轻，个于最
小，所以，同志们都叫他小红军，寨子上的人们也跟着
这样喊他，连他的名字也忘记了。

1930年 4月间，红七军由板寨会师返回到茂兰，张军
长派小红军跟住在洞英寨卢海臣家的宣传队到各个布依
山寨去写标语。小红军家里很穷，他七岁就开始帮地主
放牛，从没进过学堂，原来斗大的字不认识两个。参加红
军后，才学了一点文化，会写简单的书信和便条，但他写
的字就像鸡爪豆腐，不是满场飞，就是一饼巴。宣传队的
同志们看他的字写不好，分他留下煮饭。一天，他见同志
们从早写到晚，累得饭都吃不下，便向郑队长说：“同志们
每天到各寨写标语，十分辛苦，我一个人煮十几个人的
饭，还剩下一些时间，你分几条标语给我写吧！

郑队长说：“你年纪小，每天煮十几个人的饭也够
累了，要是有空，你就给老乡们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纪
律。”小红军说：“革命道理和红军纪律要宣传，标语也
要写，只要你分配我写标语，我会一笔一笔写好的。”
郑队长说：“那好嘛，你就在洞英寨上写吧！”

从此，小红军每天煮好饭后，就拌了一盆石灰水，
用糯米草捆成一个刷把，抬着板凳、楼梯，在家屋墙和
禾仓板上写标语。等同志们回来吃了饭，他洗完锅碗瓢
盆，又抓紧时间去写。忙了两天，才在墙上写完“拥护
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把土地分给农民！”两条大标
语。后来，又忙了一天，在禾仓板上写完幅"红军胜利，
没收外洋资本！”的大标语。郑队长看，标语字虽然写
得不太流利，但笔法工整、字迹清楚显眼，很是满意，
当着同志们的面表扬了他，称赞他写字进步快。这时，

小红军有点害差，脸红了起来，忙说：“郑队长，你先
别夸奖我，我还写得不好，等以后写得跟同志们的字们
的字一 样好时，你再表扬也不迟嘛。“

小红军在张军长和郑队长的教育下，非常注意遵守
红军纪律。他平时和布依穷人相处得很好，从来不要布
依穷人一针一线。他借了哪家的个盐、一个碗，用完马
上洗得干干净送还人家，坏了就照价赔债，还主动向人
家检讨。有一次，市依穷人欧树阳从山里挑鲜竹笋来
卖，或一毫一把，小红军要了 十把鲜竹笋，立马开给欧
树阳一块很毫。 欧树阳回到寨子逢人便说：“红军真
好，总不给穷人吃亏，我卖笋子，一把要一毫就给一
毫。 “后来张军长知道了这件事，十分高兴，专奖小红
军做得对。张军长对小红军说：“你别看一把笋子，一
毫银钱，它连着红军和劳苦大众的两颗心啊！”

小红军懂得张军长这句话的份量，以后，更是时时
事事严格执行红军纪律。

小红军住在卢海臣家木屋楼上，每天天不亮就起
床，先把水缸挑满水，接着又把屋前屋后、屋里屋外打
扫得干干净净。卢海臣一家过意不去，多次要小红军不
要搞了。卢海臣夫妻抢着先起床，但不论哪天早晨，小
红军比他们起得更早，已把水缸挑满水，地也扫干净
了。卢海臣夫妻俩无比激动地说：“我们真是从来没有
遇到过像你这样好的兵，这样爱护穷人的军队，红军要
是永远不走就好啦！"

一天早晨，红七军奉命东进，攻打古州 （今榕江）
城。小红军忙着煮饭给宣传队的同志们吃，不小心把卢
海臣家的一口炒菜锅摔坏了，这时卢海臣一家人都上坡
种苞谷去了。他掏出银钱准备赔偿主人家，但一直等到
部队快出发了，卢海臣一家还没有一个人回来，心里十
分着急。太阳升到一竹竿高，进军号“的的哒哒”的吹
响了，同志们催他快集合出发，他不知怎么办才好。最
后他想，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要向主
人说清情况。于是他向宣传队的同志们说：“卢海臣家
也快回来抬第二道粪了，你们先走，等赔偿卢海臣家的

锅钱，我就跑来追你们。”部队沿着寨边山路走了，小
红军坐在背包上急着等卢海臣。卢海臣回来后，小红军
把赔偿炒菜锅的钱递给卢海臣，正要解释情况，卢海臣
急得双脚跳起来，“你为什么不跟部队一起走，这可误
了大事啦！一口炒菜锅值得好多钱？你看得这样重，我
不要钱，你快点去追部队吧！”小红军说：“这是红军纪
律，一定要遵守。“他把钱放在灶头上，背起背包扛起
枪，向占海臣笑着说：“再见！我们还要回来的。”说完
放开脚快步向北边走了。

可部队已经走远了，小红军追呀追呀，加快步子赶
到洞英和比鸠交界的 一处洼地。 突然撞着恶霸地主卢
朝炳两兄弟，他俩带领一群黑打手从山后松树林中钻出
来。仇人相见，格外眼红，卢朝炳大吼一声：“抓住
他！”小红军纵身跳到一棵岩石背后，揭开一颗手榴弹
盖，拉燃引线，甩向敌群，顿时“轰”地一声，炸死四
个黑打手。卢朝炳兄弟俩吓得脸青眼黑，赶忙躲进树林
里。惊魂刚定，他们一边用手枪向小红军射击，边喊黑
打手们从四面向小红军围上来。小红军倚着岩石，用步
枪、手榴弹回击敌人。坚持打了半个多小时，小红军的
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甩完了。黑打手冲上来，小红军
拣起一块石头，正要砸向敌人，卢朝炳一枪射中小红军
的胸部，七、八个黑打手冲到岩石背后，扭住小红军的
双手。卢朝炳走出松林，叫黑打手们把小红军捆起来。
小红军临死不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
岁！打倒土豪劣绅！"卢朝炳露出鬼一样凶恶的面容，朝
小红军身上连开两枪。小红军顽强地站立了好久，怒视
着敌人，最后倒在血泊里。

当天下午，洞英寨和比鸠寨的布依穷人知道小红军
被恶霸地主卢朝炳兄弟俩杀害后，心里万分悲痛，一个
个气得肺都要炸了。卢海臣带着寨上的布依穷人，不顾
反动政府和卢朝炳兄弟俩报复、杀头的危险，一齐赶到
荒山洼地，把小红军的遗体拾到洞英山上安埋了。解放
后，布依人们把小红军的遗骨移到茂兰中学侧面的一座
秀丽的松柏山上安葬，让子孙后代永远祭祀。

（中共荔波县党史研究室 供稿）

无名小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