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脚步蹒跚、身躯苍老，眼神里却透着光……年逾96岁的
八路军老兵解保田和他的老伴时念英，1925 年同年出生，
1941年结为伉俪，1944年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前线
英勇抗战，她在后方坚守保障，一路风雨同舟，携手走向胜
利。两位老人关于“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回忆绵长，
跨越了近一个世纪。

8月20日，黔南日报“百岁老兵 百年见证”栏目组记者走
进龙里，见到了这对精神矍铄的老夫妻，他们的胸前佩戴着

“光荣在党 50周年”纪念章。其中，身着仿制黄军装的解保
田老兵胸前还佩戴有淮海、华东、渡江、中南、西南等战役纪
念章，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军勋章、中国人民解放
军独立功勋荣誉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和 70周年纪
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等。

当八路军老兵解保田颤巍巍地举手行军礼时，那一段段
艰难困苦的烽火岁月仿佛被徐徐打开。

热血报国 寻找八路军
“1925年，我出生在山东省单县张集乡解庄村一个贫苦

家庭，祖上世代都是靠种地为生的农民。”解保田告诉记者，
年幼时他读了一年私塾，后因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便辍学
回家务农。

乱世之中，人如草芥。“1938年 1月，日军占领了单县；3
月，单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成立。”解保田说，那年冬月，从西边
来了一个营的八路军驻在解庄村，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八路
军。

“他们态度和蔼，待人客气，和村里的庄稼汉很合得来。
有一天，八路军来到我家，和父亲拉起家常，还讲为什么要打
日本鬼子、怎样团结起来战斗。父亲盛了一碗小米红薯稀饭
给八路军，再三推辞后八路军吃了下去。临走时，八路军从
兜里掏出两块铜板，硬塞给我父亲，说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不
能违反。”那时，还不太懂事的解保田帮着父亲说这钱不能
收，“以后我到你们那里去混饭吃”。

从那以后几天，解保田就到八路军宿营地去，学着他们
列队、出操、刺杀、瞄准，也帮着干些打水、扫地、送信的杂
活。“有一天，看到战士们集合，向东去。我舍不得他们走，但
也无可奈何。”解保田说，他暗暗在心中立下了参军从戎、保
家卫国的志愿。

1940年 3月，单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以单县为中心
成为湖西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堡垒。“那年，我和伙伴孙继

彬瞒着家人想到南边去找八路军，走到距离解庄村南 20多
里的王小庄时，被七路军拦住，认为我俩是八路军的探子。
第二天，好心的房东大爷给当兵的说，这还是娃娃不懂事。
于是，我俩才被放出来。”解保田说。

烽火岁月 家国两难全
“1940年麦收以后，八路军多次到村里开展招募新兵工

作，他们经常来我家，和我母亲拉家常，讲革命道理。我也是
那个时候参加了区委会工作，后来担任区长卢绍善的通信
员。”解保田回忆，卢绍善经常对他说，“当兵不打仗，等于胀
干饭”。

1941年，解保田完成了人生的两件大事。一是在区中队
参军入伍，“当我正式穿上宽大的军装时，感觉沉甸甸的，立
志要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二是经人介绍和同年出生的
时念英结婚。“那时解保田在外面打游击战，我们结婚三天了
都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子，就聊了几句话。”时念英说，结婚以
后两人一直是聚少离多，他偶尔晚上回家也不敢敲门、不能
点灯，悄悄翻墙进来，匆匆讲几句话就走了。

“1942年，我到八路军鲁西军区教导四旅干部学校学习，
那年12月21日，日军万人大扫荡，进攻单县东南抗日革命根
据地，日伪军烧杀抢掠，实行铁壁合围战术，我们一天和鬼子
接触了多少次也记不得了。”解保田记忆犹新，他们和鬼子接
触交火，鬼子见他们就乱开枪，鬼子的武器强、火力猛，他们
只能边打边撤退。眼前的垂暮老人追忆起意气风发的戎马
生涯，眼神满是奕奕神采。

“后来，我又参加攻打陈庄战斗，接着收复单县县城，期
间参加打仗大小20多次。”解保田说，最危险的一次是，他曾
与日军仅一墙之隔，当时一颗手榴弹把土墙炸开，弹片和土
渣打伤了他的头和脚，至今留有疤痕“纪念”。

从抗日战争，进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西南、解放
贵州、剿匪战斗……解放战争，十余年间的战斗，枪林弹雨、
生离死别，成了解保田每天都要面对的事。回忆这段岁月，
解保田说：“国家遭遇不幸，个人必受其难。个人命运与国家
命运休戚相关，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能认清的简单道理。”

革命伉俪 一生守初心
今年7月1日，龙里县党组织为解保田、时念英两位老人

佩戴“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大家满怀仪式感的观看了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我的父亲和母亲党龄加
起来有154年了。”解保田的儿子解建军告诉记者。

“我和老伴不仅是同年出生，也是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比我还早几个月。”解保田说，抗战期间，他的母亲和妻子
婆媳二人为抗战都作出了贡献。

时念英老人说：“1944年4月，党组织对我的指示是不脱
产，不暴露党员身份，按时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执行了党

的指示，和村里姐妹们经常为游击队、区中队送信，组织村里
的姐妹做军鞋、送军粮，有时一晚上一个人要舂几十斤小米
送上前线，还和婆婆一起隐藏、救护受伤的抗日战士。”

解保田至今还清楚记得自己当初入党时的情景——
“1944年4月的一天，出早操时，指导员王金升说想介绍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看你能不能为革命、为党的事业奋斗终
生’。我心想，我早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于是回答他‘为党的
事业奋斗到死不变心’！”解保田在那一年的 8月，拔完碉堡
的时候，转正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解保田和时念英，共同的信仰让两颗心靠在一起一辈
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保田南征北战转了半个中
国，直到解放贵州后，解保田才将时念英接到贵州一起居住
生活。“除了我的大姐是 1947年在山东出生，我们其余五兄
妹都是在贵州出生长大的。”解建军说。

转战贵州后，解保田先后在丹寨、威宁、望谟、紫云、龙里
等地党委及军工企业担任武装部长，忙着抓民兵维护地方治
安工作，时念英则跟在身后组织军属开展工作，比如自购缝
纫机缝缝补补，化解军属间的矛盾纠纷等。

“时念英是一名特殊的‘战士’，我在前线打仗，她在后方
支援。她从来没有一分工资，一直以一名普通家庭主妇默默
付出。”解保田说。

从过去硝烟弥漫的年代，到如今和平繁荣的岁月。一路
走来，解保田很少谈及那些年南征北战的功勋，说得多的却
是他的“传家宝”——一张长方形大合影照。这是 1956年，
他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 周年观礼时，与毛泽
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部队
首长的合影。“我们军队观礼团到中南海草坪列队，我当时是
站在左边第一张椅子后面。”解保田说，从北京观礼回来后，
感慨很多，觉得只有不计得失，更加努力工作，才对得起党和
国家的培养。

如今，解保田一家四代同堂有 3名军人，10名党员。他
说：“1980年我在龙里县武装部离休，虽早已不在工作岗位，
但党和国家还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不
仅要时刻牢记用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不骄、不躁、不
居功自傲，还要求家人、子女在生活和工作上随时与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始终牢记我入党时的誓言——为党的事业
奋斗到死不变心！”

结束采访时，
两位老人拄着拐
杖 、携 手 出 门 散
步，此时的阳光斜
晒在老人身上，晒
出了这对革命伉
俪风雨兼程 80 载
的艰辛和幸福。

八路军老兵解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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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农在基地门口卖火龙果

8 月，罗甸正值高温时节，在新中盛火龙果种植基地
里，红彤彤的火龙果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映入眼帘。在
基地的旁边，果农们现场摆摊“热”卖火龙果。

罗甸县拥有优越的气候资源，气温高、光照充足，种植

的火龙果糖度高，广受消费者的青睐，很多省内外的游客纷
纷慕名而来。

“今天有从贵阳来的游客，专门来我们基地采摘火龙果
呢！”务工人员吴万成正领着来自贵阳的两位游客，顶着烈
日到基地采摘火龙果。

新中盛火龙果种植基地是罗甸县山地生态高效农业示
范园区的核心示范区之一，探索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等
经营模式。公司通过不断的改良品种和种植模式，目前开
始采用双排交叉种植模式，与传统的种植模式相比，采用双
排交叉种植模式后，一亩可种植 1200株，比以前翻了 4倍，
目前，产量能达到每亩4000斤左右。

“我们天不亮就采摘好火龙果，中午拿到基地门口去
卖，路过的客人看见都会停下来，多多少少买一些，一天下
来，还是卖得不错的！”吴万成介绍说，自己从几年前就开始
在新中盛火龙果种植基地上班，学到种植技术后，他自己也
种了 20余亩火龙果，去年就挣了不少钱，加上在公司上班
一年3万余元的工资收入，家境一下子好了起来。

目前，罗甸火龙果的销售方式以线上线下相结合为
主。随着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变化，出现了新的消费形式，如
有些消费者更倾向于自助体验式的购买方式，这种消费方
式，消费者既可以体验自己采摘的乐趣，果农也能拓展销售
渠道。

“我主要在基地现场销售，熟人在线上预订我们才送。”
林少雄是新中盛火龙果种植基地最早的员工之一，多年来
见证了罗甸火龙果的兴旺发展。身为广东人的他，自身有
过种植火龙果的经历，2013年时随公司来到罗甸，在公司
务工了两年后，对火龙果种植有独特见解的他于2015年开
始承包了公司的70亩土地种植火龙果，在2016年已经开始
挂果，2017 年至 2019 年进入盛产期，年产值达到 70 万余
元，期间优质果最高达到了15元/斤。2020年后，罗甸火龙
果大批量上市，年产值达到50余万元。

“罗甸火龙果在口感、糖度等方面的优势其他地方还是
无法比的。”林少雄说，“采果4毛一斤，加上种植期的除草、
施肥、剪枝等成本，一斤火龙果的成本在1.5元左右，我的大
果4-5元一斤，总体来说，利润空间还是蛮大的！”

目前，罗甸县共种植火龙果 3.54 万亩，挂果面积 3 万
亩。七月份火龙果产量达5000余吨，产值达4380万元。进
入 8 月份，第三批火龙果已经全面上市，全年预计产量达
3.4万吨以上，产值超2.4亿元，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罗甸火龙果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罗甸火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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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初秋时节，田间地头瓜果飘香。福泉市马场
坪街道鱼酉村李家湾坝区 780亩种植基地茄子喜获丰收。
连日来，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搬运、分装，及时供应市场。

走进马场坪街道鱼酉村李家湾坝区，一片绿意盎然的
景象，各种蔬菜长势正好。基地内成片的架子上挂满了一
个个圆润饱满紫油油的茄子。

一大早，20多名前来务工的村民们穿梭于茄子架中，
熟练地挑选着个大、光滑的茄子，现场一派繁忙。

村民李应连说：“我们一开始就在这里打工，每天有
100块钱收入，老板也好，每天都送水来给我们喝。”

聚焦产业兴旺，全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今年，福泉市通
过招商引资，引进广东省汕头市远绿种植有限公司与马场
坪街道鱼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开展合作。双方通过考察，
结合当地气候和土质优势，共同发展种类丰富的蔬菜种植
基地，并且通过线上线下销售相结合的模式，实行订单农
业，形成产、供、销一条龙服务体系。

坝区种植基地负责人刘莹尧说：“今年我们在这边种了
茄子、辣椒、玉米、水稻，大概有 780亩左右，总产量大概有

30 万斤，现在已经收了辣椒、茄子等蔬菜
十万余斤，基本上销售到广东、上海、江苏、
浙江等地。”

近年来，福泉市紧紧围绕省委关于“来
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重要
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农业产业发展“八要
素”，总结深化“四双”模式，纵深推进农村
产业革命。马场坪街道办事处鱼酉村充分
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统筹推进
坝区建设，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盘活农
村闲置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引进龙头企业
等产业实体稳定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鼓励村民与合作社、公司合作发展果蔬种
植，不仅解决了村合作社产业发展过程中缺技术、缺经营管
理、缺市场销售能力的问题，而且积极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
收，实现了流转土地稳赚、基地务工多赚的目标，走出了一
条现代农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增收之路。

“李家湾坝区是通过‘公司＋合作社＋大户＋农户’发

展模式，发展带动种植辣椒300多亩，茄子100多亩，水果玉
米 200多亩，茭白 200多亩，我们通过引进公司在带动农户
种植的基础上，同时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务工 1000余人次，
实现群众务工增收 10 万余元，今年基地创收预计大概在
450万左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常方超说。

（莫金玉 张福飞 本报记者 罗阳 摄影报道）

福泉市马场坪街道：

茄子丰收正当时

记者聆听八路军老兵解保田讲述红色故事。

村民们忙碌采摘茄子村民们忙碌采摘茄子

决定免去
谭夔的黔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
余贤臣的黔南州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
刘丹的黔南州财政局局长职务；
赵智（女）的黔南州医疗保障局局长职务；
王大庆（苗族）的黔南州民政局局长职务；
骆紫光的黔南州司法局局长职务；
李俊的黔南州卫生健康局局长职务；
钟旻（苗族）的黔南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柏林松的黔南州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职务。

决定任命
丁毅为黔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陈禹（苗族）为黔南州统计局局长；
龚传贵为黔南州财政局局长；
肖莉（女）为黔南州医疗保障局局长；
王家兴为黔南州民政局局长；
高峰为黔南州司法局局长；
杨秀和（水族）为黔南州卫生健康局局长；
李景宽为黔南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李庆红（女）为黔南州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免去
王忠的黔南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职务；
杨婉丽（女，水族）的黔南州人大选举任免与代表联络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任命
杨昌齐（布依族）为黔南州人大选举任免与代表联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黔南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钟旻（苗族）为黔南州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王大庆（苗族）为黔南州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陈博（女，土家族）为黔南州人大选举任免与代表联络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屹为黔南州监察委员会委员。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公告
（2021年8月25日州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 8月 25日，黔南州第三届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政金合作黔南宜居“聚
保增”改革工作2021年1-7月推进情况报告》《关于信息化建设
工作的报告》《关于国家审计署住房公积金专项审计准备工作情
况的报告》，表决通过《关于审议申请偿还存量贴息贷款的请示》

《关于取消固定比例提取的请示》《关于废止〈黔南州住房公积金
行政执法管理办法（试行）〉的请示》及办法制度等事项，安排部
署“聚保增”改革、信息化建设、制度建设等工作，建立公开规范
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使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更多群众。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目标靶向，找准短板弱项，
加强调查研究，找准在推动公积金建缴扩面中存在的堵点难点，
推动改革创新，着力解决骗提骗贷、资金风险等问题。要建立健
全规章制度，形成制度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服务一流的管
理服务体系。要加快建立健全住房公积金行业的行政执法制度
体系，夯实依法行政基础。要加强协调配合，层层落实责任，形
成全州步调一致的工作格局，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坚定的信
心、更加扎实的举措，为黔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蒙帮婉）

黔南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人事任免条例》《黔南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有关规定，经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
定：接受杨昌齐辞去黔南州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委员会主任
委员职务，王忠辞去黔南州人大选举任免与代表联络委员
会主任委员职务，严文敏辞去黔南州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任委员职务，并报州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接受杨昌齐等同志辞去有关职务的决定
（2021年8月25日州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 为提高基层水资源管理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
职业技术水平，适应新时期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管理工作的
要求，近日，全州 2021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暨高质量发
展绩效评价培训会在都匀召开。

会议邀请省水利厅专家围绕《贵州省市县高质量发展绩效
评价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指数指标监测实施方案》，2021年度节
约用水工作要点，水资源保护工作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与解读，
并就参训学员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交流解答。

参训学员表示，此次培训对提升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资源管
理和节约用水工作有很大促进作用，切实将培训学习内容转化
为提升工作的能力，推动水资源管理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肖庆）

全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暨

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培训会在匀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