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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进入 7月下旬以来，“长顺四宝”之一的高钙苹
果陆续成熟上市。虽然受前期自然灾害影响，苹果产量有所
减少，但是却因品质一如既往的好而热销市场，脆甜的苹果
还吸引了周边游客进园采摘游玩。

在长顺县广顺镇广农社区的高钙民顺苹果园内，放眼望
去，满山的红苹果挂满枝头，远处传来游客采果阵阵嬉笑
声。受到前期冰雹侵袭，今年苹果产量相对减少，但由于苹
果提早上市，品质优、口感好，一直备受游客青睐。

“这个地方不仅空气清新，而且苹果又好，苹果真是纯天
然的，特别好吃，我们是经常来摘，一年要来两次，到9月中旬
我们还要来。”贵阳游客唐女士说道。

和唐女士一样，从贵阳来的杨先生是这片果园的“老顾
客”，因为方便快捷，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邀上家人和好友

到果园采摘游玩，每次来果园，他都会“满载而归”，后备箱塞
满红彤彤的苹果。

贵阳游客杨先生高兴地说：“作为我们退休人员来说，在
这么好的环境中采摘苹果，享受生活的乐趣，感觉特别的开
心，也达到锻炼身体，身心健康的目的。”

在果园的另一端，看着采摘下来的红彤彤鲜果，批发商
陈老板非常满意。他告诉记者，批发长顺高钙苹果已经有好
多年了，从目前成熟的嘎啦果到品质最优的红富士，在市场
上都很受消费者喜爱。

批发商陈波告诉记着：“这个高钙苹果很甜很脆，每年这
个时候都来拉到石板去批发，也因为苹果成熟比较早，吸引
很多贵阳游客到这里采摘。”

据该果园负责人介绍，他的果园共种植苹果 80亩，目前

成熟的是早期的嘎啦果，经批发商上门收购，游客进园采摘，
每天都能销售 3000多斤嘎啦果，预计半个月，果园的苹果将
全面成熟。

“今年这个产量我预计在10万斤左右，收入大概就在40
万的样子。”果园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

长顺县位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纬度低，海拔高，
加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土壤含钙丰富，有利于苹果营养物
质的积累和果实的着色。近年来，长顺县把优质高钙苹果作
为富民强村的主导产业，目前，全县共种植苹果7.33万亩，挂
果面积1.2万亩，丰果面积6000余亩，产量达9000吨，产值约
为1.08亿元。

（本报长顺记者站 田华华 罗思黎 摄影报道）

长顺长顺：：万亩高钙苹果上市万亩高钙苹果上市 产品热销周边市场产品热销周边市场
本报讯 7月 28日，记者从都匀经开区旅发办影管中心获

悉，都匀秦汉影视城景区承诺：该景区即将举办的第二届“秦汉
影视城古城灯光节”活动营业收入的10%将捐赠给河南灾区。

据了解，入汛以来，河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此，都匀秦汉影视城景区承诺：将景区7
月 30日至 8月 30日举办的第二届“秦汉影视城古城灯光节”活
动营业收入的10%捐赠给河南灾区，用于河南防汛救灾，并将会
统一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据了解，第二届都匀“秦汉影视城古城灯光节”在去年第一
届的基础上再次升级。集场景演绎、交互体验、休闲游玩、网红
娱乐为一体，融合时下最红古风场景演绎《汉宫大典》《大秦勇士
战舞秀》《月氏女王朝贺》及三大网红场景等。为重现秦汉繁华
夜市，现场华丽的宫灯便打造了一个多月。7月30日启幕后，市
民可着一身汉服穿梭在五光十色的古城之中感受仙气飘飘、战
鼓擂擂，身临其境的场景。

（吴文珑 本报都匀经济开发区记者站 吴谋灿）

秦汉影视城景区：

古城灯光节活动收益的10%将捐给河南灾区

本报讯 7月 29日，南方电网都匀供电局组织开展“百
年风华正当时·奉献爱心办实事”自愿无偿献血活动，号召
符合献血条件的干部职工参与活动。以“百人团”的热血汇
聚成“万升血”的爱心，积极弘扬奉献精神，传递办实事的正
能量。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黔南州中心血站有关负责人对都
匀供电局长期以来为无偿献血事业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并送上“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办好群众实事，彰显
责任担当”的感谢信。都匀供电局有关负责人号召全体职
工积极参与到各种志愿服务活动中，弘扬志愿精神、营造志
愿服务氛围、传递正能量，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
旨，为庆祝建党百年、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好“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贡献电网力量。

当日上午9时许，流动献血车停靠在都匀供电局院内，
车前开始排起了队，现场的共青团员志愿服务者们引导来
自各部门的自愿献血人员依次排队、填写信息。

“我今天是第一次献血，有点紧张，但是也很激动。如
果我的血液能帮助到别人，这一定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
事。”一名献血“新兵”说道。

“献血不仅对身体没有影响，还能增强血液循环量，又
能帮助到急需用血的人……”

在这献血热潮中也不乏一些“老面孔”，他们不仅积极
参与献血活动，还开导第一次献血的人员，舒缓他们的紧张
情绪。

据统计，此次活动都匀供电局参与献血人数118人，献
血量达到22700毫升。

(金知林 摄影报道)

南方电网都匀供电局以热血献爱心

羊场温泉，如明珠沉埋，美人藏深闺，真颜少为世人
知晓，笔者不免为之叫屈。

羊场温泉，得其自然之美，占地理之优，其明秀幽
雅，较之闻名遐迩的黔北息烽温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其
古朴原始又在边远的山村，名不盛传，可真真实实是黔南
第一汤。

羊场温泉位于独山县东南方的羊场水族乡，距县城三
十多公里，乘汽车个把小时可到。从黔南自治州州府所在
地都匀市到羊场温泉也只两个小时，交通方便。

羊场温泉，莽莽丛林丰满翠绿，纤尘不染，山清水秀
交相辉映，空气甘洌清新纯净，是当代人向往的回归自
然、返璞归真的大好去处。

羊场温泉是天然热矿泉，水温一般为 38℃，最高达
42℃，四季均可沐
浴。温泉水中含有
各种微量元素，其
中碳硫成分特浓，
对 患 皮 肤 病 、 感

冒、肩周炎、风湿痛等诸病均有显著疗效，对美容健身有
极佳效果。温泉附近的水族女同胞多数皮肤白皙光嫩，老
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这都是温泉带来的绝妙好处。只要
到羊场温泉附近水家去走村串寨，访亲觅友，就会惊异地
证实这一点都不假。

这里的男女老少都习惯露天裸浴。毫不羞避，在泉水
中，纤毫毕露的少女都满不在乎地在水中嬉戏，银铃般的
笑声随波荡漾。这一幅幅纯美朴实的画面，才是真真正正
的返璞归真，绝不会引起亵念，只有心灵的净化，大自然
的庄严华美：使人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农历六月初六水族洗浴节这天，就比平时讲究，因人
多，分男女集体沐浴，男宾集体在水中沐浴时，女宾来时
从一块大石后撑开花布伞遮身，集体列队背向男宾后退着
走向水中，男宾呜呼声中让开躲向岩石后，很有情趣。

羊场温泉环境优美，植被完好，往下桥头河，河水清
澈游鱼可数，两岸绿树丛莽遮天蔽日，沿山而上到亮洞，
站在洞口，清风阵阵，高大的树枝迎风起舞，丛杂的矮树
瑟瑟有声，无名野花在绿草中争奇斗艳，松鼠从一棵树跳
到另一棵树觅食，鸟儿在树枝上拍翅歌唱，远望群山逶
迤，郁郁葱葱，温泉的热气漫漫升腾，如纱浮动。把周边
的青山绿岭云绕雾罩若隐若现，恍似神话中的仙境，足以
令人叹为现止。

羊场温泉是黔南第一汤，可还是鲜为人知的未开垦处
女地，因而更显珍贵和魅力诱人。希望抓住西部大开发的
机遇，让羊场温泉这颗明珠不再埋名深山，捧出来为人民
大众共享。

作者：刘德刚

羊 场 温 泉

本报讯 7月 29日上午，瓮安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工作
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驱车前往平定营镇三合村、银
盏镇玉华社区、玉山镇中火村、猴场镇石板坪村签订一村一居
法律顾问聘请协议。

据统计，瓮安县自 2018年实施一村一居法律顾问以来，法
律顾问成效显著，村民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提高。2021年村居
法律顾问点已由最初的98个发展为现在的104个，实现了村居
法律顾问全覆盖。担任法律顾问的工作人员也逐步实现专业
化，包括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法学专业的司法
行政人员等，为村民提供了专业的法律解答。

（刘梦 摄影报道）

瓮安县实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打包装车打包装车红彤彤的苹果红彤彤的苹果

游客采摘苹果游客采摘苹果

1949年12月，二野军大二团到贵州后，一部分同学分配
到都匀县工作，我和李哲明被分配到都匀六区（平浪）。这时
都匀虽已解放，但一些被我军击溃逃散的国民党官兵与农村
地主反动势力相勾结，组织武装土匪，蠢蠢欲动。六区是毗
连平塘、贵定的边远山区，交通极为闭塞，情况更加复杂，流
窜在这里的敌伪人员，反动军官活动频繁，流散民间的枪支
弹药也不少，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那时我们每个同志，
既是工作员，又是战斗员。

农历除夕的前一天，李哲明同志带领区武装分队一个班
的战士，到平浪乡四村五村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征粮工作。
下午返回时，正巧与土匪狭路相逢。原来这支士匪队伍从江
洲过来，在匪首罗钧的率领下正在一个寨子上集合，准备攻
打我六区政府。当匪徒发现我们这个班后，立即进行射击，
妄想先把这个班一口吃掉。李哲明同志看到土匪很多，就机
灵地边还击，边撤退。这时在区里的同志已吃完晚饭，我和
区长康化一、区武装分队长马长德正在坝场散步，忽然听到
远方传来激烈的枪声，而且越来越近，我们知道发生了敌情，
马上回区作战斗准备。这时李哲明带领战士也很快回到区
里。听他报告说，有两三百名土匪随后追来，情况非常紧
急。康化一区长立即布置大家进人刚修好不久的3座碉堡，
并打电话向县委报告土匪袭击情况。我和李哲明跟康化一
同志以及2个通信员守住区政府北边大门口的碉堡，马长德
带领区分队战士防守其他2座碉堡。敌人气焰嚣张，一进场
坝就向我们发起进攻，枪弹手榴弹同时向我们袭来，一时硝
烟漫天 ，枪声震耳，打破了沉静的夜晚。面对敌人的凶猛攻
势，康化一、李哲明和我都懂得只有坚守阵地，勇猛还击，才
能压住敌人。我们边用机枪、冲锋枪、步枪扫射还击，一边向
碉堡外投掷手榴弹。我有时守调堡，有时上楼搬运弹药，并
在楼上窗口向外射击，敌人的子弹和弹片穿过木板墙落在我
身边。经过较长时间的激战，我们压住了敌人的攻势，打破
了敌人妄想一鼓作气拿下区政府的罪恶计划。以后敌人攻
势威弱，时打时停。至凌晨，有个土匪顶着桌子铺上棉絮，再
向我们发动攻击，被我战士用自动步枪打断了腿，敌人就此
再不敢上前。我们和土匪打了一个通宵，直至东方发白，军
分区调来一个营的增授部队到达平浪，土匪才仓皇逃跑。

这次战斗，是我到六区一个月来第一次经受的考验。我
初出校门，没有军事知识和战经验，到六区工作开始学会使
用步枪和手枪。我铭记军大刘伯承校长对我们说的：革命是
与敌人作一场“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拼死斗争，革命是要
流血牺牲的。邓小平政委关于过好革命的“关”的教诲，更给
了我们力量和勇气。所以我没有惊惶失措，畏缩不前，而是
和老同志一样，坚持战斗到底，并争取在斗争中磨练自己成
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另外在这次战斗中，我认识到敌人
是群乌合之众，人数虽多，却不堪一击，没有什么可怕的，他
们凶猛残暴，没有吓到我们，反而激发了我们的斗志。

打败敌人进攻以后，我们预感到形势将更加严峻。敌人
是有预谋、有组织发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六区所辖 5个乡
都已接连发起匪乱。除区所在地平浪乡外，我们派去的工作
干部和战土，都已撤回区政府。我们牺牲了几位同志，电话
员和帮助我们征粮的几位铁路工人，被土匪残酷杀害，丢进
凯口的一个山洞里。因此我们必须守住区政府，打击土匪，
稳定民心，发动群众，继续开展工作。为了便于防守，我们加
强了防御设施，增修了碉堡和哨棚，把区机关撒离原来住在
场坝的地主房子，搬进了一座更为稳固的砖瓦房，是借用两
户连在一起附近没有毗邻的民房。白天我们在区附近村寨
活动，了解匪情，密切注意土匪动态。晚上我们经常枕戈待
且，彻夜不眠。情况紧张时，我和李哲明等同志直接参加站
岗放哨，加强防卫。因为区分队很多是新招收的战士，还要
防止有人动摇叛变。不久后在一个暮春的夜晚，江洲沙寨等
几路土匪配合，又对我区政府发动了第二次围攻。这时我们
早已作好防卫准备，在房屋四周，用木柴筑起篱笆作为外围，
4座碉堡和屋顶上修的岗哨，都已布置人防守。李哲明和我
同守一个调堡，神情都很镇定，大家充满信心，打击来犯之
敌。敌人几次进攻，连外围也没有越过。敌人无法取胜，就
放火烧区政府前面的两户老百姓的草屋，一个老太太被活活
烧死。敌人放火对我们不能构成任何威胁，只能激发群众对
土匪的愤恨和我们的战斗意志。

1950年 7月，土匪第三次攻打区政府。那是在白天，土
匪强迫很多老百姓参加，目的是要抢平塘仓库的粮食。他们
一边攻区政府，一边打开粮仓，强迫老百姓帮他们搬运。我

们发现后，立即用六 0炮向仓库那边发射，同时组织战士出
击，敌人很快被我们打跑，并追回了部分粮食。当时，刚调来
六区的军大同学陈先明同志，也投入了这次战斗。

土匪第三次围攻政府后，我已被派到凯口乡配合部队开
展工作。因凯口有个比较大的仓库要保护，土匪暴乱后，军
分区就调来教导大队部分学员来驻防，但仍受到土匪的骚
扰。土匪攻打凯口，部队有一些伤亡。为了打制土匪的嚣张
气焰，我们研究和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先发制人，以遏制土
匪对我们的干扰。于是康化一同志派我配合部队出击，在一
个宁静的夜晚，我和部队 100多人从凯口出发，迂回四村五
村，准备打击经常扰乱凯口而盘踞在石龙一带的土匪。在急
行军中下过阵小雨，路滑天黑难行。到达五村后，大家有些
饥渴，就在一个寨子休息煮饭吃。不料当战士在老百姓门前
吃饭时，被隐藏在对面山坡树林里的土匪发现，一阵子弹对
我们射来，并封住寨子的出路，我和部队立即从弹雨中冲出
寨子，对山上土匪进行还击。由于土匪人多，占据山上有利
地形，我们人少又异地生疏，不易进攻，就占领附近一个山
头，与土匪对峙扫射，土匪也不敢下山，我们打到中午，部队
要吃饭，我冒着土匪对我的扫射，到山下一个寨子找老百姓
帮助把饭煮好，叫部队轮流吃饭。我利用这机会召集群众，
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催缴粮草，并叫他们不要当土匪。群
众煮的饭我也没有吃上，就一直跟部队和土匪打到下午4点
多钟，才决定撤回凯口。在返回途中，我饥肠辘辘，十分疲
劳，傍晚回到凯口，饱餐之后，想起一天的磨炼，也有收获，精
神上感到轻松愉快了。这次出击，出乎土匪所料，震惊了敌
人，从此再未听到他们叫嚣要打凯口了。以后我们留在凯
口，在场坝附近村寨，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村政权。但
有时也回区里办理我原来负责管理的财粮业务。到10月以
后，土匪经过大部队围剿，已基本消灭。我回区机关工作，区
人民法庭成立，我又负责审判业务，法庭案件都是我直接办
理，过去猖狂一时的匪首恶霸，都得到应有的惩处。

回忆在过去的战斗岁月里，不管条件怎样困难艰苦，斗
争怎么复杂艰险，工作怎样繁忙劳累，一想到军大“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一想到我们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贡献，
就会克服因难，力量倍增。

（作者：谷紫电）（黔南州史志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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