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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黎治国

青山有幸埋忠骨，铭记历史祭英魂。
4月2日， 清明临近。 记者在革命老

区桑植大山里一路穿行， 却感受到与往
昔不一样的祭奠和瞻仰， 一座座永远的
丰碑竖起， 遗骸散落在山野的英烈们终
于“回家” 了。

爷爷“终于有伴了”

桑植龙潭坪曾是中华苏维埃“六县联
合政府”所在地，先后有400多位红军烈士
牺牲于此。

一大早，在龙潭坪集镇旁的凉风山烈
士陵园， 巍然耸立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前，
四面八方赶来祭奠瞻仰的群众络绎不绝。

“这里有爷爷生前许多战友，孤零80
多年的他终于有伴了。” 烈士杨清沛的墓
碑前， 孙子杨生强正在鞠躬敬献鲜花。他
指着碑文告诉记者，1931年，28岁的杨清
沛在茅垭苦竹塔战役中壮烈牺牲，就地安
葬在一个小山丘上，多年来，坟墓日渐破
落。“早想修缮爷爷的坟墓，如今建园集中
迁葬，作为后人，心存慰藉。”

同行的镇党委书记王玉成介绍，去年
底，镇里筹资50万元修建烈士陵园，将散
葬山野、有名有姓的40位红军烈士迁葬入
园，供人瞻仰。目前，正在搜集整理，其余
无名烈士也将陆续迁入。

烈士纪念碑的另侧， 茅垭村83岁
的老奶奶刘桃姑扶着父亲的墓碑泣不
成声。 1932年10月1日， 她父亲刘南
阶与10多名红军被敌兵包围在茅垭村
的云头山顶， 敌众我寡， 弹尽粮绝，
最后宁死不屈， 齐齐跳崖就义。 当地
百姓冒着生命危险， 将牺牲的红军遗
体就地掩埋。

说起茅垭村，记者了解到，当年，这
个仅36户100多人的村庄，有30多人参

加红军和赤卫队， 其中10多人英勇捐躯
在家门口，故称“红军村”。

“感谢政府考虑如此周到，祭拜方便
了许多。”刘桃姑说，从记事起，每到过
年、清明，她都和家人翻山越岭到云头山
下，给父亲和他的战友扫墓。旁边还有一
座无名烈士墓， 孤零零的， 没有后人祭
奠，她和丈夫一道充当后人，像对待自己
父亲一样，年年帮助清除坟头杂草，堆土
理坟，风雨无阻。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方便多了”

“铭记英烈，珍惜现在；好好学习，奋发图
强……”

岩屋口烈士陵园静静矗立澧水河岸，如绵
绵流水一般，先辈的精神代代流传。4月2日上
午，在几名老师的带领下，乡中心小学的200
多名学生集体缅怀瞻仰先烈。

烈士纪念碑前，师生们敬献花篮、垂首默
哀、握拳宣誓。学校还请来县史志办的老同志
讲述当年先烈浴血奋战的英勇故事。

“集中缅怀先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比以
前方便多了。”校长刘秀成向记者回忆，以前烈
士的坟墓散落在荒山野岭，没有墓碑，只是一
个小小的坟堆，杂草丛生。他当学生时，学校组
织为烈士扫墓，山路遥远又不安全，老师在前
面披荆斩棘，学生在后面蜿蜒攀爬，手被划伤，
衣服被刮破，摔倒更是常事。无论是祭拜还是
听老红军讲先烈英勇战斗的故事，学生只能散
站在山野，一点也不方便。

记者了解，以前乡里只有一个岩屋口战斗
纪念碑。年初，乡政府集资扩建烈士陵园，将境
内散落在山间的30多位有名或无名的先烈集
中迁葬于此，方便后人缅怀瞻仰。“瞻仰烈士的
氛围很浓，更能激励学生以革命先烈的事迹为
动力，好好学习。”刘秀成高兴地说。

“先烈们太伟大了，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
美好生活。”五年级学生李元飞感慨地说，先烈
们抛头颅，洒热血，和敌人顽强战斗，献出了自
己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有的名字也没留下，

也没有墓碑， 有的连掩埋遗体的坟头都没有， 处于荒山野
岭，“现在他们‘回家’，我们也高兴。”

迁葬、修缮红军烈士墓2971座

桑植是红色革命老区，是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
命根据地的中心和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大革命期间，不
到10万人的桑植， 先后有2万多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1万
多人英勇牺牲。

县民政局军队离退休管理休养所所长谷志军介绍，作为
“慰烈工程”和“民心工程”，去年，全国启动零散红军烈士墓
集中安葬工作，县民政局提前对辖区内所有散葬红军烈士墓
进行细致调查，核准了每个散葬红军烈士墓的基本信息。

“尊重革命历史、尊重当地风俗、尊重烈属意愿。”谷志
军说，不少红军烈士后代反映散葬红军烈士墓破败不堪，特
别是一些无名红军烈士墓和无后代的有名红军烈士墓，无
人管理，没能得到有效保护。于是，2013年6月开始，桑植对
全县散葬红军烈士墓进行集中迁葬和修缮。

据悉，目前桑植境内共迁葬、修缮红军烈士墓2971座，
其中1201座迁往五道水、龙潭坪、洪家关、岩屋口、陈家河
和澧源镇等烈士陵园进行集中安葬。遵照烈士后代意愿，有
896座就地修缮保护。其他不在册的874名无名红军烈士墓
将统一立碑，将安放于位于洪家关的新建烈士陵园。

“建设集烈士褒扬、传统教育、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文化品牌。”桑植县民政局局长黄清介
绍，新烈士陵园占地40余亩，预计投资2000万元，目前正在
建设中。以“传承历史文化，褒扬革命先烈”为主题，人文纪
念功能与陵园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建成后和相邻的贺龙、廖
汉生故居及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整合在一起 ，为广大市民提
供缅怀先烈、游览休闲、接受教育的文明场所，进一步促进
红色旅游发展。

请英烈“回家” ———桑植迁葬、修缮
红军烈士墓2971座

（上接1版①）
干混砂浆是水泥、 砂子和水的混合

物，因水量较少，通常叫干硬性水泥混合
砂浆，手抓成团，落地开花。这样的砂浆
在塞缝和铺贴大理石基层时， 可做到较
好的施工操作性， 同时达到更佳的密实
度和强度。 干混砂浆在我国尚属新型建

筑涂料。但在欧洲所有的砂浆产品中，干
混砂浆占据90%以上的市场份额。

据了解， 我国每年新开工建筑面积
达20亿平方米左右， 建筑砂浆的需求量
约为3.5亿至6亿吨。 目前， 全国干混砂浆
产量仅为需求量的5%。 业内专家预测，
无论从环保， 还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角

度来看， 干混砂浆都是未来发展的大势
所趋。 预计中国干混砂浆成套设备年均
增长率将超过70%， 在三年之内市场规
模有望突破百亿元。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秘书长苏子
孟认为， 中联重科并购M-TEC之后， 通
过顶尖的德国技术品质， 完善的全球产

业链与销售服务渠道保障， 将在干混砂
浆设备快速发展热潮中抢占市场先机和
产业制高点。 中联重科副总裁、 混凝土
机械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郭学红介绍， 收
购M-TEC公司后， 中联重科将致力于实
现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向系统解决方案
提供商的转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4月 2日

第 201408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82 1000 382000

组选三 428 320 136960
组选六 0 160 0

5 85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2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99630
0 992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540
1514
15454

10
43
417

84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2624
151572

544
404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4年4月2日 第2014037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3 2204 08 11 21 26 28

清明节来临之际， 在新建的烈士陵园前， 学生集体缅怀先烈。 刘家赞 摄

（紧接1版②） 以湖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考评指标体系为基础，按照中央组织部
《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办法（试
行）》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考核指标，健全
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贫困地区生产总值
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把提

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
量作为主要指标，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
发上。研究建立重点县退出机制，建立扶
贫开发效果评估体系。

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意见》
强调，依据国家制定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 坚持扶贫开发和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按照“县为单
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
理”的原则，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
卡，实行信息化管理。深入分析致贫原因，
落实帮扶责任，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帮
助贫困村、 贫困户编制脱贫计划和产业发
展规划，探索直接帮扶、委托帮扶和股份合
作等有效帮扶方式，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

实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
达到稳定脱贫目标。

《实施意见》还提出，健全干部驻村帮
扶机制， 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
制，完善金融服务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机
制，并实施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农村
电力保障、危房改造等扶贫开发10项重点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