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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胡旭辉 )安徽省第八届残疾
人运动会于 1 1月 1 6至 2 1日在滁州市举
行。我市参赛运动员们通过顽强拼搏，共
获得9金2银6铜的好成绩。金牌数创我市
历届残运会新高。
本届残运会设田径、游泳、乒乓球、举

重、射击、羽毛球、飞镖、象棋、围棋、盲人
门球、聋人篮球、盲人柔道 1 2个比赛大
项，来自全省 1 6个地市代表队的 5 0 0名
选手参加本次残疾人运动会。我市派出
16人代表团，其中12名运动员参加田径、
飞镖、羽毛球等项目的角逐。

近年来，我市残疾人运动员先后在历
届残运会上不断创造佳绩，充分展示了
我市残疾人运动员不屈不挠、勇于拼搏
的良好精神风貌。市残联将以此次残疾
人体育盛会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示精

神，大力弘扬残疾人体育精神，积极促进
残疾人融合发展，为残疾人提供更多逐
梦圆梦的舞台。

1929年5月6日，在大别山腹地的商南地
区，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行动开始了。一夜之
间，丁埠、南海、西河等地纷纷宣布起义。起
义的成功，促成了红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的成
立，也进一步推进了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

红红军军对对联联的的初初始始见见面面

南溪农民暴动胜利后，詹谷堂即兴写了一
副对联贴在火神庙大门上。上联是：赤帝本威
灵，应教普天赤化；下联是：红军初暴动，试
看遍地红花。该对联的上联用赤帝隐寓了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党的组织领导的团结统一、步
调一致，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下
联现实写景，展现了红军的胜利，展望了商南
地区遍地红旗招展、革命取得胜利的场景。对
联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充分展现了革
命初期欢欣鼓舞的心境和气氛。

起义胜利的第二天，商南地区各集镇和道
路两旁的墙壁、树干上贴满了标语，宣布共产
党领导立夏节起义的胜利，便可见一二。特别
是5月9日，各地起义军会师斑竹园，建立了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詹谷堂见
此情此景，特别是漫山遍野的斑竹，庆祝大会
上人们群情振奋，军旗下背着枪支、拿着长矛
大刀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队员，他心潮激荡，
满怀喜悦心情，欣然写了对联“斑竹满园制来
数杆长枪维持共产，红花遍地训练三军大队保
障民权”。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抒发了作者要
以武装斗争来实现“共产、民权”的革命理
想，用“斑竹”“红花”喻指蓬勃发展的革命
组织和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生动形象地介绍
了红三十二师成立的时间、地点、情景和目的
任务。“斑竹满园”点明了红三十二师成立的
地点，斑竹园就是因长满斑纹的竹子而得名；
“红花遍地”说明了红三十二师成立的时间，
当时立夏刚过，满山开遍映山红。作者“制来
数杆长枪”和“训练三军大队”借指红三十二

师成立时的情景，由于缺少武器，很多红军战
士用的是竹制长矛。“维持共产”和“保障民
权”说明了红军成立的目的和任务。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的成
立，标志着鄂豫皖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是鄂豫皖边区成立的
第二支主力红军队伍，也是安徽境内诞生的第
一支工农红军。

《《八八月月桂桂花花遍遍地地开开》》的的诞诞生生

革命初始，红军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在
斑竹园会师后，徐子清、周维炯、李梯云他们
就在文昌宫举行了工作会议，决定在南溪黄鹄
湾设立商城县临时办事处，作为临时革命政
府，负责县、区、乡政权建设的筹备和有关苏
维埃政府政策的制定、宣传工作。

1929年9月，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商
南地区五区、乡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初步形
成了以南溪、斑竹园、吴家店为中心的纵横
100至70公里的豫东南根据地。革命形势一片
大好，人们欢欣鼓舞，玩灯唱戏，庆祝人民政
权的诞生，特别是八月的桂花飘香，为革命的
胜利平添一层喜气。

胜利的喜悦要用歌声来表达，要用群众喜
闻乐见、容易传唱的民谣来体现。任务的重担
落在果子园佛堂坳模范小学校长罗银青的身
上。夜晚，他坐在窗前，八月的桂花开得正
浓，清香丝丝缕缕沁入他的心间，眼中不禁浮
现出乡苏维埃成立大会上人民群众的欢乐场
景，情不自禁地哼起民歌《八段锦》小调，即
兴填起了新歌词，一首极富感染力的歌曲一气
呵成。李梯云审阅定稿后，模范小学女教师陈
觉民负责编舞教唱。10月初，在斑竹园长岭
岗举行的第一区苏维埃成立大会上，方子翼、
方太森、肖大清、刘昔祥、吴文彬、涂诗银、
黄祖德等16名学生表演了歌舞打花棍《八月
桂花遍地开》。此时，学生们舞起花棍，红丝

绸缠绕着花棍，上下翻飞，眼花缭乱。花棍从
头打到脚，从前打到后，边打边唱，敲击肩、
背、脚、头、臂、腰、腿，节奏时快时慢，花
棍上的铜钱发出清脆响声，充盈着飞舞之美，
赢来广大军民阵阵掌声。随后，罗银青把油印
好的歌曲散发给参会人员，当场进行了教唱。
会后，少共县委将这支歌曲油印发给各团支
部、各乡苏维埃政府，党政军民进行了学唱。
12月27日，红军战士和宣传队在庆祝商城县
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又演出了《八月桂花
遍地开》。自此，这首革命歌曲便在豫东南革
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欢快的曲目，清新的小
调，洋溢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展示着工农红军
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

红色歌曲的传唱，影响了许多热血青年参
加红军，开启了革命征程。老将军方子翼正是
受这首歌的鼓舞，参加了革命，走上了传奇一
生的革命生涯。是的，“方将军就是那批热血
青年之一。这首歌他唱了一辈子！他参加过长
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我国
空军第一代飞行员。”“八月桂花遍地
开……”2015年2月，98岁的方子翼将军再次
听到家乡亲人哼唱这首民歌小调，流下了眼
泪。此时的他，也许回忆起1929年罗银青老
师带领大家唱这首歌时的场景，那时的他眼神
热烈，眸子清亮。

回首《八月桂花遍地开》，是革命志士从
未动摇的信念，是红色苏维埃蓬勃生长的源
泉，是指引红军小战士走上革命道路的明灯，
是人们前进的不竭动力。传唱大江南北的红
歌，来自于人民，来自于群众，正是大别山精
神的写照。全国解放后，1961年八一建军
节，空政文工团首次把这首歌编入大型歌舞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4年，李焕之
将其重新改词编曲，收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亮相。这两次
演出，确立其红色经典的历史地位，也使它成
为象征红军和苏维埃时期的一首代表性歌曲。

残疾人之声

我市选手在省第八届残运会再创佳绩
共获得 9金 2银 6铜 本报讯(杨耀柳)为促进市场主体在公共资源交易过程

中不断提升诚信行为，进一步优化交易市场环境，叶集区
循序渐进推动信用处理及运用工作，倒逼市场主体诚实守
信。
完善信用处理机制。加强对招标采购过程的监督管

理，不断摸排投标人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对查实的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信用处理，并将信用处理信息在相关网站进行
披露。今年以来共对4家企业记不良行为记录，并在公共资
源交易网上进行公示。

促进信用信息应用。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对于有不良信
用信息的企业，不予接受其投标资格，削弱其市场竞争力；
同时对于信用评价较好的企业给予评审赋分，提升其市场
竞争力。充分发挥好信用评价结果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市
场竞争中“加减法”的作用。

落实信用修复制度。依据《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披露修复暂行办法》，积极协助企业开
展信用修复工作，为企业提供信用修复承诺书，及时撤下
公示的信用处理信息，帮助企业重塑信用，规避失信风险。
2022年以来共为4家企业办理信用修复，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撤下公示信息4条。

叶集区：

信用评价引导市场主体诚实守信

立夏节起义期间的红色文化
刘永刚

巍巍大别山，英雄鄂豫皖。位
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大别
山腹地的安徽省金寨县，是中国
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
重要发源地。红色历史灿烂辉煌，
红色资源积淀深厚，红色基因丰
富多彩。

坐落在县城梅山、史河西岸的
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是金寨县
革命烈士陵园的标志性建筑。塔
高24米，寓意着金寨地区1924年
建立党组织。塔身正前方镶嵌着
刘伯承元帅亲笔题写的“燎原星
火”4个镀金大字，塔身正下方的
前面是一幅“走工农武装割据道
路”的汉白玉浮雕，背面镌刻着中
共金寨县委、金寨县人民政府撰
写的纪念碑文。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
书记亲临金寨视察指导工作时，
曾饱含深情地说：“一寸山河一寸
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
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
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
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到抗日
战争、到解放战争，英雄的金寨人
民在生与死、血与火的革命斗争
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
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

长期的革命斗争、伟大的革命
实践，给金寨人民留下了丰富多
彩、积淀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金
寨地区的革命人物不仅人数众
多，而且贡献巨大、影响深远，不
仅有59位开国将军、150多位省
军级领导、500多位地师级干部，
更有为国捐躯的10万英雄儿女。

9月30日，在第9个烈士纪念
日的清晨，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再次来到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仰望着巍
峨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一
幕幕震撼人心的画面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一个
个英雄的名字无数次地回响在耳边：他们中，
有驰骋疆场、英勇作战，在与敌人进行你死我
活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一大批革命先烈。李
梯云，立夏节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红11军第
32师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在反

“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徐育三，六霍起义中
西镇暴动的总指挥，红33师107团团长，1930
年在六安裕安西河口战斗中英勇牺牲……

他们中，有面对敌人的屠刀、面对生死存

亡的严峻考验，视死如归、慷慨
就义的一大批革命先烈。詹谷
堂，金寨地区第一个党组织的创
始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百
般追问，他坚贞不屈、大义凛
然，牺牲前还用自己的血指在牢
房的墙壁上写下“共产党万岁”
五个大字；余品英，一个年轻的
女性，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主动
穿上敌人用火烧红的“红秀鞋”
(铁犁铧 )，任凭敌人软硬兼施、
施压恐吓，她始终守口如瓶、视
死如归……

在这些革命烈士中，有年龄
很小很小、刚刚懂事的少年；有
天性温柔、为人慈善的妇女；有
全家共赴黄泉、英勇牺牲的烈士
家庭，有整村整庄全部牺牲的英
雄典型。杜志昂，赤城县二路游
击师师长杜昌辅的儿子。敌人拿
他作“诱饵”、妄想诱捕杜昌辅。
在冰天雪地里，敌人用皮鞭狠命
地抽打 着 杜 志 昂这位“ 小 英
雄”，尽管皮鞭把他抽得皮开肉
绽、鲜血直流，但是他却对着父
亲藏身的大山高喊：“父亲，你
们千万不能上敌人的当、千万不
能下山啊！”……

刘仁辅，六霍起义中西镇暴
动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在战
斗中被俘，敌人将他钉在六安城
南门城墙上“示众”。临死前，他
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革命胜利万岁!”他的长子刘锡
谷、四儿子刘锡杰均在战斗中牺
牲；他的二儿子刘锡锦夫妇被敌
人逼迫自尽，三儿子刘锡俊被敌
人杀害。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伟大
的革命实践中，金寨先后有10万

英雄儿女参军参战，绝大多数为国捐躯、英勇牺
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有11000多
人，占安徽省革命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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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智博 刘涛 记者 谢菊莲)近日，叶集供
电公司电网建设管控再获佳绩，叶集区顾店35kV变电站
新建工程获评国网区域级标杆工地。今年以来，叶集供电
公司以“网上电网”系统为依托，将项目前期和工程前期工
作一体化协同开展，依法合规按时开工，工程建设进度全
面超前。

叶集供电公司充分利用“网上电网”系统，在项目规划
阶段就坚持为施工服务的原则，将规划、前期、建设、竣工
统筹考虑、紧密结合、一体推进。将掌握的政府最新规划体
系信息及时纳入“网上电网”系统“电网一张图”。依托“电
网一张图”功能，综合分析区域供电情况、存在问题和解决
方案。提升规划专业效能，提高规划库项目的可实施性。合
理利用“网上电网”系统全流程管理工具,制定和调整工作
计划和相关节点，统筹项目前期和工程建设各项手续办理
时序和所需时间。实现从电网规划可研立项至工程落地建
设全链条、全过程管控，压缩项目规划到投产的间隔时间，
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电网项目是民生工程，近年来，叶集供电公司结合电
网实际和电力供应需求开展电网建设，全力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每月基于“网上电网”系统电量信息、负荷曲线等功
能编制分析专项报告，针对叶集电网存在的问题提出提高
供电质量及提升供电能力的措施和办法。下一步叶集供电
公司将深化“网上电网”系统改革，持续开展电网完善及建
设工作，当好服务群众的“电力先行官”。

数字电网惠民便民

金寨讯(余红)为切实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管理，
有效遏制非法采挖、出售、收购兰草、映山红等野生植物以
及非法猎捕、贩卖、食用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金寨县油坊
店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加强对辖区内野生动
植物资源保护。

加强组织，广泛宣传。成立森林资源保护管理专项行
动领导组，制定《油坊店乡2022年冬季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利用会议、“村村响”广播、微信群等
多种方式加强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宣传。

加强督查，拉网排查。充分发挥护林员、网格员作用，
乡林业站、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对油
坊店本乡辖区内非法采挖、移植映山红、兰花等野生植物
的地点、人员以及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及时发
现、制止、查处非法收售野生动植物的商贩，并移交公安机
关或林业部门调查处理。

落实责任，从严打击。对组织不力、工作不到位、不作
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对资源林政管理混乱，非
法猎捕、采挖、出售野生动植物行为严重的村和有关单位
将予以追究。对接到的群众报案以及排查出来的案件线
索，快速反应，依法从严处理。

油坊店乡：

源头防控织牢野生动植物保护网
金寨讯(吴继利)金寨县斑竹园镇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优势，打造
涵盖基层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的多功能服务模式，不断推深做实
基层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
展。

传送党的声音的“广播员”。镇志愿
服务中心专门成立一支28人组成的宣传
骨干队伍，宣传新时期党的理论、方针、

政策；长年在红十一军三十二师成立旧
址、立夏节起义革命烈士纪念园等红色
教育基地讲解金寨革命斗争史；近期在
镇文化广场、各村(街道)开展二十大专题
宣讲会60余场次。
守护群众安康的“安全员”。开展“红

马甲”活动，协助相关部门围绕使用煤气
电器、防电信诈骗等领域安全问题，开展
隐患排查，及时反映问题，跟踪落实整
改；开展护学活动，保障校园周边食品、

交通安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常态化
开展疫情防控，守牢安全防线。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保洁员”。开

展“斑斓星期五”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
走街串巷向群众宣传人居环境整治和美
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性，鼓励大家积极参
与到环境整治工作中，培养村民文明健
康生活方式。

落实惠民利民政策的“服务员”。常
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志愿
者帮助解决群众身边事、关心事，为行动
不便的老人上门入户提供医疗保险、民
政优抚等民生业务的办理，为出行不便
群众上门接种疫苗，维修家电，送医送药
等，全面推进金寨县2022年十项暖民心
行动政策的落实。

斑竹园镇：

“五大员”助力乡村振兴

11月20日，由金寨县文明办主办、梅山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协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模范好人宣讲团走进全国文明
村——— 小南京村大别山精神广场。
活动邀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中国好

人余家军等4名模范好人进行现场宣讲，线上
同步直播。

张文杰 文/图

“不说东来不说西，说的就是俺自己。人逢喜
事精神爽，啥喜事？金秋十月飘丹桂，北京传来好
消息。中华大地开新运，好消息！中央召开二十
大，宏伟蓝图来规划……”霍邱县城关镇创排的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文艺作品“三句半”，以其语
言朴实，感情真挚备受群众喜爱。近日该节目在
六安市“乡村名嘴说”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作品
展示会上荣获三等奖，将在全市宣讲巡演。

王祜 王兴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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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 栏栏 责责 任任 编编 辑辑 谢谢菊菊莲莲

本报讯(张道杰 记者 黄雪彦)就
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为进一步巩
固脱贫攻坚成效，力促乡村振兴，裕安
区丁集镇扎实推进就业促进民生工程，
将稳岗就业摆在当前工作的突出位置，
坚决落实好“稳就业、促就业、保民生”
的责任，打通就业民生工程落地“最后
一公里”，确保全镇就业有保障。

广泛宣传，优化就业氛围。该镇通
过“线上+线下”开展全方位宣传，线下
通过巩固脱贫攻坚大排查、医保收缴、
秸秆禁烧、防溺水、疫情防控摸排等入
户面对面宣传就业相关指导解释，利用
发放就业宣传单积极宣传就业相关政
策；线上利用丁集网公众号、抖音、QQ

群、微信群等网络平台，营造宣传氛围，
确保就业促进惠民政策深入人心。

调查摸底，增添就业岗位。扎实开
展劳动力就业调查，精准摸排辖区内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脱贫户、低
保户、下岗失业人员等人群就业形式、就
业地点、就业需求等信息台账；积极组织
开展招聘会活动，切实满足就地就近就
业需求；全方位挖掘潜力、激发活力，大

力开发培训本镇婚纱行业岗位、公益性
岗位、护林员等，用来安置高校应届毕业
生、大龄就业困难人群、残疾人等群体。

加强培训，提高就业技能。充分发
挥地域特色优势，大力组织开展“婚纱
手工活及车位”技能培训，同时按照人
员年龄结构、文化层次、就业意愿建立
培训人员台账，多层次开展培训，确保
培训能够真正的学有所用，学有所成。

丁集镇：

打通就业民生工程落地“最后一公里”

金寨讯(王午阳)“金融是水，经济是田，信用是渠”。近
年来，金寨县铁冲乡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推进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降低农户融资成本，优化农村
金融生态环境，为乡村振兴增加新动能，持续助推农业强、
农民富、农村美。

突出党建引领，健全体制机制。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
信用村建设始终，充分发挥党委核心领导作用，形成“统一
领导、分级负责、支部联动”的工作机制格局。乡党委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成立铁冲乡文明评议监督小组，采取“6+
X”评比模式。全乡6个村共成立72个评议小组组成人员共
计330人，确保评议公平公正，审议严格把关。对农户社会
道德、人际关系、个人品行等定性指标进行评价并进行公
示。乡党委将党建引领信用村乡风文明评比与振风超市积
分和“红黑榜”评比工作相结合，共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容错纠错机制和督查考评机制，
细化奖惩措施，将党建引领信用村工作纳入每月月度考评
和年度工作考评，充分调动全员干事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能动性。
突出重点任务，创新工作举措。密切联系各村委积极

对接地方农商行，建立多部门交流协作机制，探索打造乡
党支部主导、村党支部配合、农户积极参与的党建共建模
式，共同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按照“金信用村

〔2021〕1号”等文件精神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好个
体农户、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信用信息
采集工作。与地方农商行积极配合做好“政银合作”，准确
掌握农村金融需求，找准金融服务难点痛点。

突出效果导向，做实信用建设。经信用信息采集，铁冲
乡信目前A级以上的个体户有2275户，68家农业经营主体
均为A级以上，累计向农户发放AAA信用证430个，为农
业经营主体颁发AAA级信用牌26块，累计信贷900余万
元。各村运用网络、广播等渠道，大力宣传乡风文明评议工
作的意义，选树各地遵守乡风文明的先进典型，在全社会
营造乡风文明的良好氛围。

铁冲乡：

信 用 建 设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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