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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
悉，自 1月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织浈
江、武江、曲江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联合
相关政府部门开展扬尘整治行动，利用无
人机监控辖区各路段车辆扬尘撒漏，全面
提升我市城区空气质量和环境卫生水平。

据介绍，无人机投入扬尘整治行动
中，具有快速、高效、取证容易等特点，针
对辖区视频监控盲点区域，可以实时监控
道路车辆行驶情况，快速甄别扬尘运输车
辆，锁定车辆号牌、颜色、运载货物的情
况，通过监控快速地将掌握的信息上传到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再传达到路面巡逻执
勤民警。附近巡逻民警便可以提前在车
辆行经道路前方实施拦截检查，对扬尘撒
漏大货车实现精准查处。

据统计，1月份韶关交警部门依法
查处大货车撒漏违法行为132起。

韶关日报记者 黄俊
通讯员 曾山 骆军

“这次回来发现仁化城乡到处都保
持干净、整齐、有序，让人感觉特别舒
服！”春节假期，笔者在仁化县丹霞街道
中心村见到从广州务工回乡过春节的谢
福明，提起家乡变化，他感叹道，“这次回
到仁化感触最大的就是环境大变样！”

谢福明有两年没回仁化，他说:“往
年回来经常看到丹霞新城建筑工地旁
的道路尘土飞扬、建设路上的车辆和
行人经常交织在一起、农村比较脏乱
……现在情况和以前确实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谢福明惊叹于家乡变化的
同时，拍了一个个短视频晒到微信朋
友圈，获得了朋友的连连点赞。

春节假期，许多像谢福明一样在外
地的务工人员，纷纷返回家乡过节或
探亲，他们在与家人出街购物、休闲漫
步或走亲访友中，领略到了仁化环境
的大变化，纷纷感叹不已，同时也为家
乡建设得越来越好连连点赞。

返乡务工人员对家乡环境大变化

的点赞，是由仁化县委、县政府的苦干
实干换来的。去年以来，该县以大丹霞
旅游升级建设、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为抓手，聚
焦“脏、乱、差、尘、烟”，在全市乃至全省
率先打响省际廊道美丽乡村示范区和
省际交通廊道建设。县房管所至省道
S246线市政道路已建成通车，完成了县
城防洪排涝整体疏导改造工程和解放
东路道路建设，新建了仁爱广场、全民
健身广场和水南桥头公共停车场，升级
改造了县城第一、第二农贸市场，新建
了 30 多所旅游公厕，在县城安装了 10
多公里的道路中间护栏及新建了5个公
共停车场，全县主要出入口道路和县城
背街小巷实现路灯亮化全覆盖，城乡生
活垃圾保洁市场化延伸至自然村，建成
了瑶塘民宿村、长坝柚子村、夏富田园
村、石塘古村等一批特色村庄，城乡建
设焕发新貌，营造了整洁舒适的宜居宜
业宜游环境。 特约记者 谭玉玲

春节期间，新龙兴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携手曲仁园志愿者和热心人士，在曲

仁园山稔花公园举办 2019 年首届春节

联欢会，与曲仁园的父老乡亲心连心，

过大年（如上图）。

联欢会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以“心连心，一家亲”为主题，以舞蹈、

诗朗诵、独唱、合唱、快板说唱、队列表

演等不同形式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

曲仁棚户区新居的巨大变化，充分展示

物业公司与业主互助友爱、和谐美好的

精神风貌，让曲仁园的父老乡亲过上一

个欢乐、祥和、喜庆的新春佳节。

彭广容 摄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潜江市，许多人
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提起“九八抗洪”，
很多人应该记忆犹新。潜江就是当年
的主要救灾地。潜江是湖北省的中部
江汉平原，素有“曹禺古里、江汉油城、
水乡园林、鱼米之乡、龙虾之乡”的美
誉。

由于工作的缘故，有些许年没有
回家过年。但家乡这些年的变化，
通过两样美食——小龙虾和周黑
鸭，让我在韶关也感受到了家乡

发展的勃勃生机。下了高
铁后，离高铁站不远

的生态龙虾城门口，一支火红的“龙虾”
模型特别夺人眼球。这些年，家乡大力
发展小龙虾产业，全市小龙虾养殖规模
达到了 50万亩，年产量达到 10万吨，远
销欧、美、日等 20 多个国家，龙虾综合
产值突破 230 亿元，每年吸引 200 多万
人慕名来到潜江品尝小龙虾，生态龙虾
城大大小小的龙虾店生意特别火爆。

潜江的龙虾何以全国闻名，记者了
解到，家乡近些年特别注重打造“龙虾
之城”的品牌。从 2009年开始，潜江每
年都会举办“龙虾节”，邀请中外明星举
办演唱会，中外名厨现场烹饪龙虾。

2018年的龙虾节，袁隆平还发来了贺信
和“潜江虾稻”的题词。如今，潜江的龙
虾节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盛会，在
湖北省乃至全国掀起了一阵“产业风
暴”，擦亮了“世界龙虾看中国、中国龙
虾看湖北、湖北龙虾看潜江”的城市名
片。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韶关，许多的
龙虾店也都是家乡人开的，龙虾都是从
家乡运过来的，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家乡
小龙虾的“威风凛凛”。

除了龙虾，近几年，家乡还大力发
展荷花产业，家乡人因地制宜，用荷花

做出了全荷宴，每年夏天，吸引了无数
游客到潜江赏荷吃美食。

记者认为，潜江的龙虾、荷花、周黑
鸭等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家乡人民十多
年坚持不懈、久久为功的劳动成果，为
实现乡村振兴，推动潜江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示范。我想，家乡人民持之以恒，
下大力气打造农业品牌，带动一二三产
全面发展的做法值得韶关借鉴。

韶关日报记者 汪露蓉

昨日大年初六，春节假期即将结
束,归家的游子们纷纷踏上了返程之
路。

谢岚一早在房间收拾行李准备回
广州。此时，正在嬉闹的儿子跑进来，
看着妈妈的行李箱愣了一下，问道：“妈
妈，你家在哪里？你要回家了吗？”

两岁儿子奶声奶气的问话，一下击
中谢岚的内心。“傻孩子，妈妈跟你是一
家人，你的家在哪儿，妈妈的家就在哪
里呀！”她紧紧抱着儿子，内心百转千
回，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谢岚今年 34 岁，自毕业后一直在

广州工作。儿子由婆婆带着，有时住乐
昌两江老家，有时住乐昌县城，有时到
广州与她小聚。“居无定所”让年幼的儿
子对“家”的概念模糊，甚至产生误解，
以为爸爸、妈妈和他分别有各自的家。
谢岚想起来十分心酸，觉得亏欠了儿子
太多。

“我很想把儿子带在身边，自己亲
自教育，而且他很快就要上幼儿园了，
广州的教育资源肯定要比家里好。可
是婆婆她老人家在广州住不习惯，还有
些水土不服。我们两口子都要上班，收
入也不是很高，想请人带孩子又负担不

起。”谢岚纠结难断。
谢 岚 遇 到 的 难 题 并 不 是 个 别 现

象。单身妈妈张立平同样为儿子上学
的事操碎了心。就在春节回家之前，她
还带着儿子去学校参加招生考试。“仔
仔非常聪明，是个读书的好苗子，我怕
耽误了他，想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将来有更多的选择。他之前在镇上读
书，起步晚，好的学校很难考上，但我们
总得去试试，多争取才有机会。”张立平
坚定地说。

相比其他人，在深圳工作的李泉更
较为幸运。为了儿女，他 5 年前在深

圳“咬咬牙”贷款买了一套二手房。虽
然每个月面临教育、养老、还贷等巨大
压力，但面对记者，他庆幸地说道：“还
好房子买得早，当时深圳房价还没涨起
来。换作现在，我是怎么都买不起的。
最关键是通过买房入户，解决了孩子们
的读书问题。自己苦点累点都不算什
么。”他脸上露着憨憨的、满足的笑容。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随迁子女
不断增多。因公办学校学位不足、教
育政策限制较多等，随迁子女上学难
问题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心头痛。如
何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
题，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提
供优质、均衡的教育？这需要政府部
门、教育机构的通力协作，以及社会各
方面的大力支持。我们期盼这一天能
早日实现。

韶关日报记者 薛柏华

西京古道的文化魅力

乳源大桥镇到过很多次，比如西京
古道、观澜书院、蓝山源，但在 2019 年
新春再访大桥镇，记者还是低估了大桥
的“冷”热情，在韶关我们还穿一件毛
衣，到了大桥镇却看到许多一起采风的
市县作家诗人们都是大衣护身。镇委
书记陈文忠说：要体验四季分明的季
节，请到大桥来。

大桥镇是什么地方？粤北高寒石
灰岩山区。这个地方，既可以行走在西
京古道感怀历史，也可以在京港澳高速
公路上体验现代的节奏；既可以在古村
落里找寻远去的记忆，也可以在蓝山源
温泉享受生活的乐趣。来自韶关市区、
乳源、始兴等地的作家们说：无论如何，
在大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古道小
镇、养生圣地”是你随时都可以感受到
的魅力。

观澜书院观涟漪

观澜，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特别
是在山区村落里，想必这是一个书香人
家出秀才的地方。观澜书院在乳源大
桥镇大桥新书房村，建于清乾隆五十八
年（1793年），占地面积约 1000平方米，
大小房间 50 间，2012 年与西京古道同

时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
位。从乳源人文历史中可以看出，观澜
书院是当时西京古道上的一处链接
点。整个建筑美观大方，具有较高的建
筑技艺，是明显的客家建筑风格。“西京
古道”作为一条不乏文人墨客曾走过的
重要历史通道，不仅仅遗留着古代建
筑、交通、经济贸易等丰富的历史内容，
还有丰富的书院文化在推动着当时沿
途的文化教育。

书院坐落在大桥河畔，正前方一
览滔滔奔流的大桥河水，波涛后浪推
前浪，波澜起伏，滚滚向前，故取名为

“观澜”。书院建成后，罗集全村子弟
入泮读书，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发
挥过巨大作用。大桥村自明朝宣德年
间立居以来，人丁旺盛，清代有一首咏
大桥八景诗云：“溪江横带晓云霞，曲
折绕村数百家。水秀山清称盛地，卜
居斯土福迩遐。”当时，有数百户人家
的大桥村，人文蔚起，大兴文教之风，
其秀者敦诗书尚礼义，有才智的勤奋
求学读书，尊儒重教之风相延，历代人
才辈出。到民国初，秀才、举人、大学
生共计 150余人。

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学子，背靠
书院，面向大河，吟诗作对，那是多么写
意的读书生活。

深源村寻找余靖功绩

在我们到达深源村时，深源村正在
开展“弘扬传统文化，欢乐祥和过大年”
主题活动。只见余靖纪念馆前红灯笼
高挂，一墙之隔的祠堂，欢声笑语，采风

团成员与村民们一起体验了年味十足
的喜庆活动。

深源村古村落整体建筑保存较为
完好，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坐西北向
东南，背靠背夫山，面向风水塘。全
村古民居约有 130 间，总面积达 3 万
平方米，分布为四横排，一纵列，形成
方形格局。古民居取材均采用当地
盛产的青砖石、木材、土砖混合搭建，
地 基 由 青 砖 石 铺 就 ，木 材 为 屋 梁 搭
构，墙体采取青砖、土砖混合搭建，使
房屋具有冬暖夏凉的功能。房屋具
有通风、采光、防潮、隔热、保温、防
风、防火等特点。

在深源村，村民全是余姓。据资
料显示，该村村民在此居住已有 600
多年。余氏宗亲为纪念北宋名臣余
靖的彪炳青史，从 2013 年开始筹备建
设 余 靖 纪 念 馆 工 作 ，建 成 建 筑 面 积
1300 多平方米的纪念馆。村民们通
过古代名臣的事迹、古老的祠堂、村落
和精美纪念馆、现代化的展示和宣传
方式有机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
这位历史文化名人。通过宣传余靖的
勤政和清廉朴素等文化和思想，提高
风采文化内涵，让余靖精神文化融入
时代。

自觉传承红色文化

乳源文史专家许化鹏带着我们行
走在大桥的山水田间，寻找革命英雄的
足迹。大桥镇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和
革命传统，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大桥
镇的深源、岩口、核桃山等村一带为革

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1 年 2 月，邓小平、张云逸、李

明瑞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由连
县东进，到老坪石后经西京古道南下
乳源北部梅花（今乐昌市梅花镇），与
国民党军展开一场恶战，双方伤亡惨
重。以铁龙头为中心的周边村庄和地
区成了红七军战后休整、伤员养伤、反
围剿的主要地区，400 多名红七军伤病
员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救护红军、
掩护 44名伤员养伤两个多月。为救护
红七军，铁龙头村、到角村、岗头村遭
国民党军围剿，村庄被烧毁，其中铁龙
头村两次被剿烧，村民在反围剿中遇
难者共 80 多人。在恶战后撤退时 5 位
红七军战士牺牲，由当地村民掩埋在
园子背、东京洞、到角、陈家、中张等
地，历年扫墓至今。

大桥镇北部的核桃山村，在革命战
争时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
物，为革命战争胜利英勇捐躯。1949年
初，乳北人民抗征队（代号为洪炉队）以
核桃山等地为据点，在梅花、云岩、清
源、大桥等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多次在
核桃山书房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开展乳
北地区武装斗争等重大问题。目前，会
议旧址还保存了下来，会议旧址原为核
桃山书房，为清代建筑，砖木结构，面积
250平方米。

从大桥出来，高速路上车流滚滚，
春潮涌动，正像大桥镇的发展一样，向
着前方奋进，奋进。

韶关日报记者 冯春华

乳源大桥：文化景观魅力无穷

湖北潜江“龙虾之城”火遍全国

仁化县返乡务工人员
点赞家乡环境大变化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借助无人机治理扬尘

用科技守卫
“韶关蓝”

本报讯 昨日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
天，亲人短暂的相聚之后，终迎来车站不
舍的道别。上午，记者来到韶关火车东
站，感受到车站里浓浓的离别味儿。

在韶关火车东站站前广场上，行李
箱在地面拖动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拨又
一拨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和回家不
同，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在全国各地。
在进站口，亲人挥手道别，送上殷殷嘱
托。远行的人排队安检，送行的人站在
门口久久地注视着离去的背影。

远行的路上承载着亲人的不舍，人
群中，在离进站口不远处，一家三口正站
着聊天，送行的父母再三叮嘱着女儿。
张先生说：“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火车才
开，陪女儿再聊会。”张先生的女儿刚踏
入社会工作半年多，第一次随着返程大
军回深圳开始新的一年的工作，她对着
父母说：“明年春节，我挣更多的钱给你
们买礼物。”看着女儿进站，张先生在她
身后喊着：“到了打电话啊！”

挥一挥手，又是一年，然而，踏上行
程的时刻，留给彼此的，是新的一年的期
盼。 韶关日报记者 吴嘉宁

本报讯 昨日，受冷空气影响，地处
高寒山区的乳源大桥镇，气温降至-2℃，
加上寒风刺骨，浓雾翻腾，冷雨飘落，仅
两个小时不到，海拔 800 米高的地方，便
处处银装数裹，冰挂满山（如上图）。

笔者在海拔约 900 米高的三元、中
冲、红光、大坪等村委约 200 平方公里地
上看到壮观的冰挂情景，满山遍野皆是
千姿百态，晶莹剔透的冰挂。冰挂的出
现，为新年增添了不少乐趣。

中冲村委会主任朱志伟说：带着家
人看冰挂，其乐无穷过新年！看来是瑞
雪兆丰年的好兆头！虽然天气寒冷，但
高寒山区的村民却不畏寒冷，村民江荣
威说，年前就做好了防寒防冻防饥等准
备，可以说丰衣足食，如储备了 1500公斤
稻谷，50多公斤花生油等，应对严寒天气
不是大问题。

至昨日 17 时，高寒山区呈冰天雪地
景象，由于浓雾覆盖，能见度低，来往出
行车辆谨慎行驶。道路暂无结冰现象，
乡道村道正常通行。

特约记者 赖南坡 摄影报道

车站里
浓浓的离别味

高寒山区气温骤降

乳源冰挂满山

曲仁棚改户喜庆佳节曲仁棚改户喜庆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