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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顺摆所：
长顺摆所
：千亩金银花丰收 农户喜摘“金银
金银”
”

州纪检监察系统第五届“清风杯”篮球赛闭幕
福泉、
罗甸、惠水代表队分获冠、亚、季军
本报讯 7 月 18 日，州纪检监察系统第五届“清风杯”篮球
赛在福泉市体育馆圆满闭幕。
在本次比赛中，共有来自全州纪检监察系统的 13 支参赛队
伍 150 余名运动员参赛。经过 5 天的激烈比拼，
福泉市、罗甸县、
惠水县代表队分获冠军、亚军、季军，罗甸县代表队张良龙获最
佳运动员。
（杨薇 吴紫花）

勇夺 7 金 3 银 2 铜

群众分装金银花

平塘代表队州运会武术散打项目比赛获佳绩

务工群众采摘金银花

群众挑选金银花
本报讯 “清热解毒人人夸，唯有山间金银花。”炎
炎夏季，长顺县摆所镇城伍村金银花种植基地已进入采摘
期，务工群众三五成群在基地飞快地采摘着，现场一派忙
碌景象。
在金银花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金银花压满枝头，蝴
蝶、蜜蜂翩翩飞过。务工群众穿梭其中，一手抓着花骨朵，
一手捏住花苞，
不一会背篼便装得满满当当。
“我们把土地流转给基地栽金银花后，我们得地租，又
得务工费，
还得到金银花钱。”
务工群众潘发莲乐呵呵地说，
“每年，
我们可收入几千块钱，
比种包谷强得多。
”
“我今年 65 岁了，去远处打工不可能，在这里摘金银
花走路 6 分钟就到了。老板对我们很关心，每个月都买水
果来发给我们吃。”正在挑选金银花的李德珍说，在这里
多劳多得，一个钟头 10 块钱，有时候一个月 2000 多，有

时候 1700、1800 元。
在基地，像潘发莲、李德珍一样的务工群众还有很
多。金银花种植让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多方式增加收
入，
富了群众，
美了乡村，
幸福生活越来越有奔头。目前，
基
地采取“龙头企业+农户”的模式，由企业负责提供技术支
持和收购金银花，
村民提供土地得流转费，
还能参与务工和
采摘。
该基地共种植金银花 1100 亩，平时培土、除草、管护等
工作，都是聘请当地村民，村民们不用出远门就能赚到钱。
今年以来，
公司已为务工群众累计发放务工费 70 万元。
目前，正值金银花采摘期，基地上每天至少有 230 人参
与务工采摘，每天最多能采摘 12000 斤左右，采摘好的金银
花，由公司以稳定的市场价收购，并进行加工、销售。新采
摘的金银花，
被打包到加工厂之后，
采取分装、挑选、烘干的

方式进行处理。
“我们的金银花产品，主要是销广州、深圳各大药材市
场和制药厂，都是先签订好订单，产品刚包装好就立马发
走，我们现在主要愁的是没有产品。”长顺县润农药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国淼说，现在每亩地产值达到了 4500
元，我们都是以现金的方式收购，只要老百姓愿意做，我们
还会继续扩大栽种面积。
（本报长顺记者站 宋恒婷 冉梦姣 摄影报道）

本报讯 7 月 17 日至 18 日，黔南州第七届运动会武术散打
项目比赛在贵定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平塘代表队 14 人参赛，
并获得 7 金 3 银 2 铜的优异成绩。
“这次我在女子散打比赛中拿了冠军，特别感谢我的教练
和各位带队老师和队员们，感谢他们让我不断进步，在这次比
赛中拿到了比较理想的成绩。
”
平塘县散打运动员程琪说道。
此次武术散打比赛按照选手的年龄分为甲、乙、丙三个大
组，在大组中又按照选手体重分段进行组别细化。平塘代表队
共 14 人报名参赛，其中 12 人均在不同组别的比赛中斩获了前
三名的好成绩。
（卢沫楠 本报平塘记者站 张念）

小孩病重昏迷 交警开道送医
本报讯 7 月 20 日 13 时 27 分，平塘县公安交警接群众电话
求助，称平塘县牙舟镇下卡罗有位小孩病重昏迷，身体抽搐，现
从下卡罗往县人民医院送医，担心进城后堵车错过最佳救治时
间，
请求民警帮忙开道送医。
民警罗飞立即与队员驾驶警车向下卡罗方向驶去，同时联
系县人民医院急救室做好急救准备。13 时 37 分，警车在金盆
街道吉古路段与送医车辆汇合。民警一边拉响警笛，一边用喊
话器呼叫社会车辆停车让行。原本从吉古到县人民医院要用
20 分钟的时间，民警仅用 10 分钟就将小孩送至平塘县医院救
治。
（齐丹丹）

三都中和：四百亩茭白喜获丰收

群众采摘茭白

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
今长顺县的广顺是县城。
1935 年 3 月 1 日，周协尧前往广顺县就任县长。上任
时，周协尧带着夫人及被任命为“国民党驻广顺县特别派遗
员”的罗正材等人随行。周协尧系遵义人，贵州省行政训练
所毕业生。周协尧上任伊始，就召开“区乡警”会议，声称要
“配合国军围剿中共主力”。
3 月 8 日，广顺县城的一些绅耆为巴结周协尧，联名给
周协尧送了一块贺联匾，上书“荣任大业，禄莅高升”，同时，
还送钱送物，
大放鞭炮。
3 月 22 日，周协尧为了配合上方“剿共”，伙同罗正材又
将县辖 5 区的区长及“剿匪”
指挥官等人召集起来开会，
对粮
款摊派、扩建武装、发展国民党党员等进行了部署。
4 月 8 日中午，周协尧突然接到第三区（罗勇区）派人送
来的情报，称“共匪”已破定番（惠水），有可能向这边延伸，
请县长派警防守。”周协尧得报后，立即召集各“剿共”指挥
官及县政府要员开会，讨论有关广顺县“守土”事宜，不仅布
阵戒严，
而且责成“广顺县剿匪指挥官”
程仲凡全权办理。
程仲凡学名程绍孔，系团防总局局长程际昭之子，广顺
北场人。程仲凡在县政府领命后，就广顺县城的布防督战
等作了安排。贪生怕死的县长周协尧却暗地里带着夫人和
财政科长等人离开县城，到十多里外的热水寨马路乡乡长
李海庭家避难去了。次日，周协尧又得“探子”报告称：大股
红军正向广顺县城逼近。于是，他们急忙离开热水寨，逃往
南区摆所场区长王炳清家，随后长寨县又有人给王炳清送
信说：共军前锋抵达威远区。周协尧不得不离开王炳清家，
往偏僻的山村——花冲寨联保主任杨海洲家避难去。
据当年目击者回忆，当时周协尧的老婆跑得上气不接
下气，十分狼狈，过摆所河时，因担心绕道过桥来不及，周协
尧用 3 块大洋请人背夫人过河。
4 月 10 日，中央红军三、五军团向广顺县挺进。三军团
在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指挥下，迅速进抵广顺县城
郊。这时，彭德怀、杨尚昆接到朱德从杨猫场（距广顺 15 公
里）发来的电报，命他们迅速进占广顺城，加强戒严并电告
驻防前后地点。下午 1 时许，
彭德怀将部队分左，
中、石三路
进攻广顺县城。
广顺县“剿匪”指挥官程仲凡急命保警队长蓝保妹带队
到城北美女山脚周家山孔圣庙一线抵抗，大队长毛老四带
队到下街挑水台防守，
他自己带队到营头坡坐镇。
彭德怀先派侦察班前往侦察，得知城内已有兵力防守，
当即命令右路从平桥、文昌阁进攻，左路由四格田包抄围
攻，中路由孙家山主攻。中、右两路都很接近，战斗同时打
响。守在孔圣庙的蓝保妹保警队抵挡了一会，见红军来势

本报讯 时下，正是茭白成熟的季节，
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中和村的 400 亩茭
白也迎来采收季。
在中和镇中和村茭白种植基地，放眼
望去，嫩绿的茭白叶一丛丛挺立在水中，微
风拂过，碧波荡漾、茭白飘香。采摘的村民
手拿镰刀，身背箩筐，穿梭在绿毯似的茭白
田间，忙着将成熟的茭白收割、装框、打包
……
中和村种植的茭白是从福建引进过
来的“美人蕉”，种植有 400 多亩。采收季，
中和村每天的用工人数都在 50 人左右，每
人每天有 100 元左右的收入。
村民们将收割来的茭白清洗、分拣、装

袋、称重，再将装好的茭白放进冷库。为了
更好地解决茭白储藏的问题，村里还建有
400 平方米的冷藏仓库，可储存 30 吨茭白，
储存有保障，
销路自然也就不愁了。
“目前的价格 2 块钱一斤，主要销往浙
江、广州、福建等地，都是有订单的。”中和
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石友林说。
今年以来，中和村立足坝区资源优势，
以“合作社+公司+农户”方式大力发展茭
白产业，目前茭白已开镰收割，预计每亩每
年产茭白 2000 公斤，按当前市场价格测
算，亩产值近 10000 元，除去投入成本，每
亩收益预计 6100 元左右。
（本报三都记者站 杨涛 摄影报道）

彭德怀攻占广顺城
凶猛，即撤回城中，此时在挑水台的毛老四大队与红军战斗
片刻后，也败退回下街巷中，与蓝保妹会合。在败退中，一
些保警兵躲进农户家，
有的则开小差翻城门洞逃出城去了。
彭德怀下令“冲入城里”时，毛老四与蓝保妹正带着保
警兵往上街但家花园碉堡处去找程仲凡会合，但未找到。
这时红军已向但家花园冲来，蓝保妹等与红军开展巷战，不
一会儿，蓝保妹就被红军击毙在外花园一石礅侧，毛老四则
被打死在碉堡前照壁脚，另有 2 名保警兵被打死在碉堡门
口，
其余之敌即往上街方向逃窜。
程仲凡在营头坡听到下街方向战斗打响，急命“剿匪”
队冲向猴场口助战，他见势不妙，只身骑马逃出观音堂往四
格田去找“义勇队”。
义勇队队长李云昌在四格田寨的抱寨，听到县城枪声
阵阵，认为是土匪在抢县城，便提枪站在门口连放几枪召集
人。这下惊动了从杨家冲包围而来的左路红军，他们立即
从杨家冲山上冲下抱寨，吓得李云昌跑进四格田报告原团
防局局长潘佐臣等人，说：
“我还以为是抢人的，哪晓得是部
队！”于是他伙同潘家父子一起慌忙从后院躲进黄偏岩山洞
中去了。
程仲凡骑马只顾往四格田方向逃跑，到抱寨对面花落
坡单家独户的谢以之家门口坎下小路时，突然从抱寨山下
打来一枪，将程仲凡打栽于马下，倒在路边田里，受惊的马
即回头嘶叫着往广顺方向跑。程仲凡急忙爬起来，跌跌撞
撞地往谢以之家走去。土坎上下不过五六十步远，他到谢
家门口便喊：
“谢以之，
谢以之，
开门！”
此时，谢以之一家三口正在家，听见喊声，从土墙小窗
洞往外看。谢以之悄声说：
“ 那是程仲凡，凶得很，不要开
门！”谢以之嘱咐后，其妻谢何氏拉着 14 岁的儿子谢学文不
做声。
程仲凡继续哀声叫道：
“ 谢以之，快开门，还听不出是
我？”
谢何氏便开门对程仲凡说：
“先生，我家脏得很！”只见
程仲凡左大腿血淌湿了裤子半截。
程仲凡忙说：
“ 你家把我藏起来，我拿 3 斗（约合 10 亩）
水花烂田送你家！”

谢何氏道：
“先生，我家不敢要，命受不住！”谢何氏用手
扶着两扇门，接着说：
“你看我家脏得很，吃睡只有这两小间
土墙房，
躲不住嘛！”
确实，那两小间土墙茅草棚还是其舅何云先送的，一家
人靠帮工过活，哪能藏得他呢？程仲凡无奈，只得顺着谢家
房头茅厕（厕所）边一瘸一跛地往后面去。
当程仲凡刚到后面郑家坟山小井边时，就被从山脊上
冲下来的红军捉住了，红军一看他手皮细嫩，又是腿中弹的
狼狈相，
便拖着他进县城去了。
彭德怀、杨尚昆攻占广顺县城后，
下午 3 点过钟，
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也驻进了广顺县城。此时，中央
机关主力则在距广顺东 15 公里的杨猫场干坝一线宿营。
红军在广顺县城一些人家墙壁上写标语、搜大户并火
烧但家碉堡，却对老百姓丝毫无犯，一些外出躲避的穷人逐
步回了家。彭德怀命令将没收到的粮、布、盐等分送穷人，
并访穷问苦。杨尚昆在街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
主张，号召穷人起来闹革命，许多人主动向红军介绍地方情
况。
4 月 11 日午后，红军在广顺关云庙场坝上召开公审程
仲凡的大会，人群沸腾。主持这次大会的正是彭德怀。家
住花落坡的谢以之牵着儿子谢学文也到场看热闹。只见程
仲凡被五花大绑押在台下，彭德怀操着湖南口音洪钟般大
声地列举这位广顺县“剿匪”
指挥官的罪恶。
红军战士们将从程仲凡家搜来的 10 多床布蚊帐和几大
箩筐腊肉、大米等抬到会场。彭德怀指着程仲凡向围观的
老百姓高喊：
“这个人欺负穷人，造孽很多，该不该杀？”围观
者众口同声：
“该杀！”此时，程仲凡抖得如筛糠一般，瘫在地
上。很多男人上前诉苦，有指着身上伤疤大骂的，有扯其耳
朵的，有用草塞其嘴的，女人有的边骂边哭，有的抡起手要
打他，红军战士拦都拦不住。红军战士在群众中问这问那，
虽然口音不大听得懂，但只要问“这个人该不该杀”时，人人
都讲该杀。有两个红军战士问谢以之：
“老乡！这个人该不
该杀？”
谢以之答道：
“把他杀了！不杀他，
我们吃不消！”
几位红军战土围着谢以之说：
“ 老乡，莫怕！要把田地

妇女涉嫌失火烧山林 外逃三年后投案自首
本报讯 近日，山林失火嫌疑人潘某来到三都水族自治县
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投案自首。
2018 年 2 月 18 日，该县周覃镇廷牌社区新仰村下的鸭组的
潘某在自家地里焚烧杂草和包谷杆时，忽然刮起大风，引发山
火。村、组干部组织群众上山扑火，
5 个多小时才将大火扑灭。
经林业部门技术人员现场测算鉴定：火灾过火面积 185.7
亩，
烧毁马尾松、湿地松、林木损失价值 25440.9 元。
涉案嫌疑人潘某案发后外逃。办案民警多次上门对其家
属宣传法律、政策知识，
并敦促其家属让嫌疑人投案自首。
投案自首的潘某对其焚烧包谷杆和杂草引发山林火灾的
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
该案正在办理中。
（杨忠勤 杨先道）

分给你们！”
谢以之说：
“我们不敢要！”
红军又说：
“怕啥子！我们一样都是穷人，跟红军走，分
田地送你们！”
一位红军首长宣布将东西分给老百姓，有的得肉，有的
得布，
有的得米，
皆大欢喜。
人群中有将布搭在肩上的，有用长衫兜着米的，有手提
小块猪腊肉的，有抱着分的衣服的，都看着怎样处决程仲
凡。
晌午过后，彭德怀站在台上宣布：
“ 把程仲凡拖去杀
了！”
只见两个十五六岁的小兵背着红布把的大刀，拖着程
仲凡往右侧的观音堂口媒灰包处走去。有几位红军随后，
到那里就用大马刀将程仲凡坎死在灰包上。
一些围观的老百姓说：
“甲子转啦！”有的秀才说：
“恐怕
要改朝换代了！”有的又说：
“穷人巴不得天地反，老鸦惟愿
火烧山！”
第三天一早，周围寨子的人又到城内来，巴望着再分点
东西。
彭德怀骑着大马在小场坝转，老百姓三五成群地望着，
你一句我一句地说：
“天上星宿下界了，
鬼也不敢沾边啰！”
4 月 12 日，红军离开广顺县城。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政委杨尚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由广顺出
发。军号一响，
一路走安顺羊武方向，
一路走紫云方向。
4 月 13 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从广顺苏背
坡出发，
往紫云方向前进。
红军离开广顺后，空中有国民党飞机盘旋侦察，地上有
滇军尾随追踪，相距不过二三十里。前头停，后亦停；前面
走，
后亦跟。
几天过去了，军队走光了，广顺县长周协尧才从乡下回
到县府，但见原挂在县政府大门上的赠匾“荣任大业，禄莅
高升”8 个字，已被红军用毛笔覆盖写上另外 8 个字：
“ 一派
狗屁，
贪官污吏！”
（寇金富 收集整理）
（长顺县档案史志局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