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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日前，记者走进曲江区马坝镇龙岗村，随处可
见沿途墙体上的红色主题壁画、庄严神圣的红色标
识。一个集红色旅游、农业休闲、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为一体的红色乡村正在崛起。特别是近两年来，
龙岗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以该村邹杨塔下村小
组为中心，将上厂、中厂、王屋、欧山、高屋等 15 个
村民小组纳入红色根据地保护范围，先后建立革命
历史陈列馆、红色革命烈士公园等红色基地，不仅
促进了龙岗村红色基因的保护与传承，而且带动了
红色旅游，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红色生命力。

红色土地留下红色足迹

龙岗村具有历史的荣光。这一方土地曾因无
数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而被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原曲江区党史研究室主任甘峰介绍，早在大
革命时期，曲江成立农民运动协会，龙岗村很快就
发展会员 100 余人，欧山村的宋木源任农协会会
长，并在欧山村集会庆祝，宣传农协会的宗旨、行
动纲领和注意事项。抗日战争爆发后，龙岗的抗日
怒火遍地燃烧，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活跃。至今，这
片热土上还口口相传着抗战故事。

1945年 3月底，抗日自卫队员在杨宜衍的率领
下，在上厂打伏击，把日寇密侦队打得丧魂失魄、
落荒而逃。1945 年 8 月，侵韶日军集中乘船 60 多
艘，沿北江南逃广州，抗日自卫队奉命在北江河畔
乌泥塘口伏击，打翻敌船 1 艘，毙伤敌人 10 余人。
抗日战争中，甘新、甘顺英勇献身。解放战争时
期，龙岗村的甘元、张九妹、甘天发等 20 多名热血
青年先后参加了游击队。1949 年 6 月在南雄的南
亩战斗中，他们英勇杀敌，刘成壮烈牺牲，甘立明
也光荣负伤……

多年战争洗礼，这方红色热土上，留下了无数
革命先烈的红色足迹和遗址遗存。先烈们的事迹
在前，后来者们从未遗忘，一代代人缅怀先烈，将
他们保家卫国的情怀投入到美丽家乡建设当中，形
成了以“爱党爱国、矢志不渝、勇于拼搏、无私奉
献”为主要特点的红色文化。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新中国成立后，龙岗村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加强对革命遗址
的监管保护和恢复维修，充分发挥革命遗址遗存的
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积极作用。目前，
上厂村小组的地下党联络站、塔下村小组甘氏祠堂
被广东省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育实践课堂。

一个个革命遗址的保护和挖掘，一堂堂生动的
革命传统教育实践课，不仅大力弘扬了革命先驱的
动人事迹，也传承了爱国主义精神。

红色基因助力乡村振兴

如何更深入地挖掘龙岗红色资源，守护传承好
龙岗在革命历程中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打好传
承红色基因的接力战，成了当代龙岗人的使命。近
两年来，龙岗村持续开展了红色·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先后投入 1500 多万元用于各村小组的建设和
环境整治，将红色基因和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

王屋村小组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注重以红
色文化为主线，培育文明乡风，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与红色文化自信
贯通起来，以红色文化激励村民干事创业，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向纵深发展，走出了一条文化引领的乡
村振兴之路，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与红色文化振兴
的同频共振。“今年春节期间就接待了 2000多人！”
王屋村村长王发纯说，红色旅游也带动了乡村发
展。村民们在挖掘、保护、传承红色资源的同时，
也因红色旅游富裕起来，尤其是王屋村的农家乐和

民宿正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不仅是王屋村，各村小组都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大打乡村旅游经济品牌，打造具有各地特色的红色
旅游。上厂、中厂等村小组相继开发了红色历史陈
列馆、红色广场等红色景区。在建设过程中，村民自
发拆除自家老旧房屋，无偿出让土地。红色·美丽乡
村建设已成促进龙岗振兴的特色和亮点。

红色文化基因在龙岗不仅得到了进一步弘扬
传承，而且更留住了“乡愁”。一直在外经营水果
批发的王屋村村民王发彬今年回村过春节时看到
家乡变化如此之大，决定回村开发红色乡村旅游
业，让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教育更加深入人心，进
一步推动红色乡村旅游的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实施《曲江区马坝镇龙岗
红色村建设规划》，将进村约 2 公里公路扩宽 8
米，设立绿道，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好红色资源，打
造一年四季旅游产业，持续性地给村民带来收
入。”龙岗村委书记甘永明说，目前龙岗村正着力
开发药用观赏花圃，与红色旅游、田园风光旅游融
为一体，全力奋进实现乡村振兴。

特约记者 唐忠祥 通讯员 吴伟平

本报讯 日前，仁化县丹霞街道岭田村贫困
户喜上眉梢，全村贫困户 43户 105人人均领到了
600多元的光伏扶贫项目收益分红。“这个扶贫项
目好，不用自己操心，每年就有稳定分红收入，基
本生活就有保障。”岭田村贫困户谭崇生拿着这
份意外收入啧啧称赞。

近日，仁化县董塘镇 100MW集中式光伏扶贫
与土壤改良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以及丹霞街道岭
田村、长江镇学堂垇、董塘镇董联村等贫困村的
光伏发电站先后发放收益分红资金，项目直接受
益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3219户、9251人，户均分
红超过 1000元，并已全部兑付到位，这无疑给贫
困群众在脱贫致富路上送上了“大红包”。

光伏扶贫是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十大精准扶
贫工程之一，是将扶贫由“输血”转为“造血”的创
新工程，是帮扶贫困人口兜底脱贫的惠民工程，既
符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又符合国家清洁低
碳能源发展战略。为此，2018年，仁化县依托太阳
能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根据贫困群众意愿，统筹
扶贫资金4774万元委托仁化县锦霞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投资入股金裕新能源公司，共同投资开发“仁
化县董塘镇 100MW集中式光伏扶贫与土壤改良
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打造了广东省最大光伏扶贫
电站项目。项目于 2018 年 3 月顺利完工并网发
电，2018年适运营产生效益 300多万元。2019年
后，该项目预计每年税后可得收益约1000万元，分
配到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年均可增收约 1000

元。该项目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模式，不仅
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稳定收入，还逐步修
复还原近 2000亩被污染场地，并吸引当地贫困户
就地转移就业。

与此同时，仁化县丹霞街道岭田村和康溪
村、长江镇学堂垇村董塘镇董联村、黄坑镇黄坑、
下营、曰庄等贫困村，充分利用帮扶单位自筹资
金、引导资金等扶贫资金，在荒地资源、村党群服
务中心楼顶等建设光伏电站，为各村带来上 10万
元以上的收益，通过光伏产业带动贫困村集体及
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 谭玉玲

本报讯 2月 21日，新丰县举行鲁古河水库供
水及第三水厂建设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全面启动
鲁古河水库供水工程及第三水厂项目建设。该
项目预计在 2020年春节前竣工投入使用，届时将
彻底解决县城及周边农村中长期用水需求紧缺
的困难问题。

在开工奠基仪式上，作为施工方的省水利水
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详细介绍了鲁古河水库供
水及第三水厂建设项目情况，并表示将会严格按
照该县要求，加强项目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
进度管理，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工程项目建设任
务。

据悉，新丰鲁古河水库供水及第三水厂项目
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民生工
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满足该县中长期发展和
居民用水需求，有力地保障供水安全，大幅提升
供水质量。

该县要求，全县上下和施工单位要密切配合，
通力协作，尽最大努力在 2020 年春节前实现通
水；各有关部门要主动服务，大力支持和服务项
目建设，力促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施工方要按照
既定目标，科学组织施工，严格建设程序，强化安
全监督，把项目建设成为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和
放心工程。同时，寄望广大群众积极支持、配合
项目建设，共同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据介绍，该工程项目总投资约为 1.86亿元，拟
从该县鲁古河水库取水，计划新建一条 1.287千米
的引水隧洞、一条 12.622千米的输水管道和一座
自来水厂（第三水厂）。其中，新建水厂分两期建
设，一期工程日供水能力为 2.5万立方米，二期工
程日供水能力为 4.5万立方米，供水保证率 97%。
根据工期规划，该项目预计在 2020年春节前完工
并实现供水。

潘俊才 夏修宝

本报讯 人勤春来早，近日，南雄市水口镇联
合镇烟站举行 2019 年烟苗移植现场会。镇村干
部、辖区种烟大户、烟站工作人员约 100多人参加
现场会。

在田间地头，水口烟站技术人员为在场的种
烟大户从运苗、种植烟距、施底肥、栽苗、浇定根
水等环节逐一讲解示范，为烟农种植提供技术指
导。

在现场会上，该镇领导鼓励烟农要树立种植
的信心，抢抓春雨良好时机，在烟站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加快移植，打好丰收基础。

据了解，该镇今年计划烟叶种植合同面积
4517 亩，目前已开始进行全面烟苗移植，全镇黄
烟移栽工作进展顺利。 彭云

本报讯 为清理春节期间产生的河道垃圾，巩
固和提升东坪镇河道保洁工作成果，日前，乳源东
坪镇组织河长制志愿者服务队（义务护河队）人员
开展节后河道水面漂浮物及岸上垃圾清理专项行
动。

活动中，河长制志愿者服务队冒着细雨来到
大坑河，将河道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置，并到附近
村庄进行了河长制工作宣传。

据了解，东坪镇自 2017年成立东坪镇河长制
志愿者服务队以来，每年组织志愿者服务队进行
义务巡河及对镇境内的各级河道水面垃圾漂浮
物进行全面清理，努力打造水质良好、水面清洁
的沿河（水库）生态景观带。 谢三华

梅州市大埔县三河镇旧寨村是广东省“红色村”
党建示范工程第一批示范点，又是省定贫困村。该村
充分利用“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红色资源和众多
红色革命文化宣教点资源，创建红色驿站，打造党建
工作新阵地，广泛播撒红色种子。

日前，笔者来到旧寨村红色驿站，刚踏入驿站大
门，只见“红色驿站书吧”六个红色醒目大字十分醒
目，“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感受文字之美
尽享读书之乐”一排排红色宣传标语悬挂于高墙之
上。据旧寨村村支书吴志辉介绍，这是驿站专门设立
的红色书屋，并聘请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全天免费为
村民开放，旨在让更多党员、村民感受红色文化和传
统文化的熏陶。书吧里配备电子借阅机、休闲阅读书
桌等系列配套设施，书架上摆满了历史、地理、医学、
卫生等书籍 7000多本。今年 68岁的附近村民吴德明
喜欢看书，他告诉笔者，以前只能去书店买书，不仅花
钱还不方便，现在书吧的设立也给他平时休闲提供了
一个好去处。

红色书吧的设立不仅丰富了村民文化生活，也有
效地激发了党组织的活力。红色驿站开办以来，经常
会有党员干部在功能培训室举行文化宣讲、为村民开
办种植培训班等活动。红色驿站让党员找到“家”的
感觉，也促进村民和谐和社会稳定。 罗文燕 刘招迎

曲江区马坝镇龙岗村保护与传承红色基因

为乡为乡村振兴注入红色生命力

曲江区马坝镇龙岗村红色标识明显。段兰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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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化县光伏扶贫项目见效益——

逾9000名贫困户喜领“红包”

岭田村贫困户喜领分红资金。段兰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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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再次擒获 2注头奖！2月 19日晚，中国福
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9019 期开奖。当期
双色球头奖井喷 24 注，单注奖金为 553 万多元。
其中广东彩民中得 2注，分别落在佛山和惠州，这
也是佛山连续 2期摘金。

粤2头奖落惠州佛山
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3、11、17、18、24、

25，蓝球号码为 06。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4:2，
奇偶比为 4:2。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隔码 24；两枚
重号 11 和 18；两组二连号 17、18 和 24、25；四枚
斜连号 03、17、18、25；蓝球则开出 06。结果，头
奖井喷 24 注 花落 15 地，北京 2 注，天津 1 注，河
北 1 注，上海 1 注，江苏 3 注，浙江 1 注，福建 1 注，
江西 1 注，山东 5 注，河南 1 注，湖北 2 注，广东 2
注，陕西 1 注，宁夏 1 注，新疆 1 注，共 24 注。经

检索，广东中出的 2 注一等奖花落佛山市和惠州
市，惠州市的中奖彩票是一张 420 元“10+1”自选
复式票；佛山市的中奖彩票是一张 56 元“8+1”
自选复式票。

奖池仍高达12.85亿
二等奖开出 268 注，单注金额 5 万多元。其

中，广东中出 34 注，排名第一；北京中出 22 注，

排名第二；江苏、浙江分别中出 21 注，排名第
三；山东中出 19 注，排名第四；此外，其它地区
二等奖均低于 19 注。当期末等奖开出 998 万多
注。

当期全国销量为 3.26 亿多元。广东当期双
色球销量为 3916 万多元，高居第一；浙江以 2470
万多元的销量位列第二；山东以 2057 万多元排
名第三；江苏以 1905 万多元排名第四；四川则以
1732 万多元排名第五。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
额为 12.85 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 2 元
中得 1000 万元。

陈学钢

双色球井喷24注头奖 佛山连续2期摘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