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延安
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
献，延安被誉为“革命圣地”。单县也有
这么一块革命热土，她就是被誉为湖
西“小延安”的张寨。在这块光荣的土
地上，革命前辈们为拯救民族危亡、为
共和国的建立、为人民的幸福，抛头
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斗争谱写
了一曲曲悲壮动人的乐章。张寨，位于
朱集镇驻地西北2公里，据《单县地名
志》载，此村系张氏所建，因修有护村
寨墙，故名张寨。

张寨是单县早期党组织活动的中
心。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
败以后，单县人民饱受兵燹匪患、官府
敲诈、地主盘剥之苦，全县经济凋敝，民
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马克思主
义思想在单县开始传播，共产党的活
动开始活跃起来。1929年，金乡县共产
党党员张化恪就到张寨附近的侯楼高
等小学教书，宣传马列主义。1934年9
月，在单县中学就读的进上青年张子
敬经高文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比
业后，张子敬回到家乡，在张寨附近的
张花园小学教书，拜单东名医张本渊
为师，学习针灸医术。他以教书、行医为
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培养抗

日积极分子，在张寨一带先后发展常
学义、王玉勤、杨玉坤、陈慕云、王培勋、
张普启、蔡志真等为党员。1936年春，成
立了单县农村第一个党支部——— 张寨
党支部。张子敬任支部书记。

抗战爆发后，张寨成为党的工委、
地委、县委活动的中心。1937年11月，
中共鲁西南工委建立12月，工委负责
人白子明、江明、孙衷文等移至张寨。
同月，在张子敬家中成立了中共单县
委员会，李毅任书记，张子敬等为委
员。单县县委积极发动组织贫雇农开
展革命斗争，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
广泛发动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使
单县的抗日局面很快打开。1938年2月
4日，单县县委在张寨举办抗日青年训
练班，组织200名学员白天学习革命道
理，晚上进行军事训练，训练结束后成
立了张寨抗日自卫团。后又从各村自
卫团中抽调了一部分精干力量组成了
抗日自卫团联队，成为湖西抗击日军
的重要武装力量。

以张寨为中心的单县东南部，党
的基础和群众工作始终是苏鲁豫边区
最好的地区之一。广大群众的思想觉
悟高，战争过后，热情接纳了很多因身
体残疾等原因落脚于此的老红军、老

革命，大家和睦共处，亲如一家。其中
有江西省籍的朱树、卢振林，山西省籍
的宋金标、高锦文等。还有几位老红军
落户在张寨附近村庄，江西省籍的陈
伯留落户邵庙村，刘玉连落户大杨树
村，张树英落户黑楼村。

张寨是湖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区，在战争年代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卓
越贡献，是湖西革命老区当之无愧的

“小延安”。经过战争的磨练，在这块红
色的土地上，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所积
累的丰富经验，凝聚成了“湖西革命精
神”，成为今天湖西儿女建设美丽的单
县、构建幸福新家园的精神源泉。

山东单县第三届全域旅游文化节暨浮龙湖第九届文化旅游节开幕

本报讯 为推动单县文化旅游
产业健康发展，全面唱响全域旅游
大品牌，彰显长寿文化、善文化风
采，进一步提升单县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4月7日上午，山东单县第三届
全域旅游文化节暨浮龙湖第九届文
化旅游节开幕式在美丽的浮龙湖畔
举行。

县领导、各乡镇(办事处)主要负
责人、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各界群众
代表共计1000余人参加开幕式。

中共单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李磊主持开幕仪式。

中共单县县委书记穆杰致辞并宣
布开幕。

穆杰表示，新时期，单县确定了
“一个坚持、三大高地、五个突破”工作
思路,实现经济总量和主要人均指标
两个方面“赶超跨越”,全面迈入菏泽
第一方阵,达到全省中游以上水平。作
为山东省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单
县秉持“全域打造、全域融合、全景建
设、全民参与”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
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旅游产业蓬勃
兴起、竞相发展，“健康单县 善行天
下”文旅品牌深入人心。如今，在单县，

可尽览自然之美，尽品文化之韵，尽享
全域旅游之福。

穆杰强调，“全域旅游文化节”是
集中展示单县文化旅游形象的一次
盛会,也吹响了打造全域旅游新高地
的嘹亮号角 !通过活动的举办 ,带动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单县 ,热爱单县 ,
走进单县 ,投资单县 ,让越来越多的
信息、文化在活动中传播交流 ,实现
互利共赢。

穆杰表示，作为后续活动，单县
还将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农村文化
艺术节、非遗项目曲艺展演、千人古

筝展演等多项节庆活动,用单县人的
热情好客,敞开胸怀,欢迎八方来客,
让单县真正成为发展的热土、创业的
沃土、旅游休闲的乐土！单县广大干
部群众将以创新的思维、昂扬的斗
志，全面开启“重点突破、赶超跨越”
的崭新篇章！

随后，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盛世花开》《地理图—游单县》《红歌
联唱》《人体悬浮》《领航新时代》……
舞蹈、歌曲、豫剧等表演纷纷展现了单
县悠久的历史、红色文化以及丰富多
彩的幸福单县生活。

湖西“小延安”——— 张寨

本报讯 单县坚持把“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宣传推广工
作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
度结合，积极组织机关干部、
新时代志愿者积极推广“学习
强国”内容和使用方法，引导
广大居民群众了解并下载使
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营造
了广大党员群众“天天学习”
的良好学习氛围，有力推动了
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基层落地生根。

在单县郭村镇张宅村，镇
村干部们组织了党员志愿者，
成立“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
广服务志愿者小组，志愿者们
走进了辖区店铺、村民家中，
积极开展“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推广活动，向广大村民介绍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功能
特点。针对年龄偏大或文化水
平低的村民，志愿者们就手把
手现场教学，逐一教会他们如

何下载、安装、注册“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APP，如何熟知阅
读文章、观看视频等一系列操
作，让“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真
正成为村民学习知识、更新观
念、提升思想、增强凝聚力的

“好帮手”。
在单县东城办事处，下辖

各村也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
“学习强国”推广活动。东城办
事处在宗庙村组织开展了“元
宵节书法展暨‘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推广”活动，组织县里
的书法家为评选出的100名

“学习强国”先进个人现场题
词书写鼓励华章，激励大家以
先进典型为榜样，持之以恒，
不断进步。广大村民在感受浓
浓节日气氛的同时，提高了运
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进行
理论学习的能力和水平。

在单县，“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推广活动的开展，激发了
全县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带

动更多普通群众加入到“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的使用队伍
中，‘学习强国’理论学习阵
地、思想文化聚合平台的强大
作用正在该县日益凸显。从

“学习强国”参与度、参与人
数、活跃度等几个指标来看，
单县在菏泽市“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的排名一直名列前茅。

“今后，单县还将继续加
大“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宣
传推广力度，创新出更多的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结合
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文化活
动等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引导鼓励广大普通群众下
载注册，利用‘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在线学理论、学知识、学
本领，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让‘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走到
群众的身边，拿在群众的手
上，印在群众的心里。”单县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克频如是
说。

推广活动，让大家爱上“学习强国”

本报讯 “我们是志愿
者，也是美丽使者，让我们的
美丽言行，助力美丽庭院创
建！”日前，单县杨楼镇苏门楼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又
集合了，大家身穿印着“美丽
庭院·美好家园·幸福生活”字
样的围裙，带上大小扫帚和撮
斗，巡回全村各个家庭，检查
评比庭院卫生环境，并沿途清
理垃圾，协助行动不便者家庭
打扫卫生。

“文明富豪”评选引领“家
家美”。单县把杨楼镇苏门楼
村确定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示
范村，引导志愿服务队伍参
与，争做“美丽”示范户，引领
全体群众共同创建美丽庭院。

在龙王庙镇刘土城村，大
街小巷干干净净，路旁鲜花盛
开。村民靳国领的家里，小院
里通道是灰砖铺筑，一尘不
染，两边是小菜园，蔬菜绿油
油的。屋内干净利落，茶几上

的果盘和茶具被洁白的纱布
盖着，一簇水仙正值绽放，一
缕清香扑面而来。家门口放着
两个小桶，一个放可沤垃圾，
一个放不可沤垃圾。

“刘土城村在垃圾分类推
行之前，垃圾靠风刮，污水靠
蒸发。”刘土城村党支部书记
刘洪启说，“我们成立党员干
部志愿服务队、退职教师志愿
服务队、退伍军人志愿服务队
等，宣传推广垃圾分类，村干
部坚持每天清扫大街，用身影
指挥人，最终‘小扫帚扫出了
大格局’。现在群众切身体会
到垃圾分类带来的便利，从最
初的不理解、被动参与，到现
在的打心里认可、主动作为。”

“为了鼓励大家收拾庭
院，搞好家庭卫生，我们每年
会隆重表彰美丽庭院示范户，
由村委会给他们颁发‘美丽庭
院’奖牌，表现特别突出的在
全村做典型发言，给予适当的

物质奖励。”东城办事处宣传
委员告诉记者，美丽庭院示范
户的评选，大大提高了村民参
与农村人居环境提质的积极
性，以往的生活陋习都在慢慢
改变。自家院子变美了，小家
美带动着大家美，庭院美带动
了村庄美。

单县立足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大力
倡树文明新风，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力争从根本上解决人居
环境整治问题。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以党建促整治。实行

“星级支部”管理，实施“头雁
工程”建设，压实村级责任，发
挥主体作用，建设一个好支
部，打造一处美丽村居。加强
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以活动
促整治。广泛开展“乡村夜
话”、垃圾分类、文明实践银行
等活动，让环境整治人人参
与、家家治理，提升群众文明
素养，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一把“小扫帚”扫出乡村“美丽新景象”
——— 单县激发群众主体意识，引领群众创建美丽新农村

本报讯 近日，乍暖还
寒，春风吹在身上还有一丝寒
冬的感觉，单县浮龙湖畔却是
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离开场
还有半个小时，广场上就挤满
了热情的群众和横七竖八的
电动车。原来，为弘扬传统民
族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单县文化和旅游局
在浮龙湖管委会开展“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主题系
列活动——— 浮龙印象戏曲展
演。

展演在传统戏《铡西宫》
中开场，豫剧《刘公案》、戏曲

《红灯记》等10多个节目接连
上演，一段段脍炙人口的戏曲
念白，一曲曲动人心魄的戏曲
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和游客
的阵阵掌声，热情的观众不时
记录这场与文化的美丽邂逅，

整场演出都沉浸在热情洋溢
的氛围之中。此次活动，大部
分是来自全县22个乡镇的庄
户剧团，也有来自单县的各界
文艺爱好者、戏曲名家名角和
非遗传承者也前来同台献艺。

“今天是正式演出，全程录
像，大家都笑咪点，鼓掌热烈
点，得上电视哩。”舞台上，浮岗
镇的文化站站长不停地指挥
着，台下心急的群众吆喝着，

“知道了，快开始吧”。当前表演
的是浮岗镇农民庄户剧团，虽
然唱得有些生涩，但个个有活
力，很投入。传统戏曲节目轮番
上阵，夹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这不是小王庄的王吕景吗，他
唱坠子书唱的不错。”几个大娘
正在热议舞台上的演员，“我听
过他唱好几回了，都说他唱的
不错。”虽然不是一个村的，可

说起邻村的王吕景，姜玉枝大
娘还是有些自豪。

近年来，单县县委、县政
府加强对传统文化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注重浮龙湖文
化旅游区的开发、建设和发
展，组织了多种艺术形式的演
出，包括地方戏曲比赛，唢呐
比赛，曲艺比赛等，既对多重
艺术形式进行了保护和传承，
又宣传了正能量，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弘扬了中华民族
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彰显了
大美单县的独特魅力和风采。
通 过 开 展“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
活动，单县真正把文化“种”到
了群众“心坎上”，把文化引入
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让
文化成为了群众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幸福因子。

单县：文化进万家把幸福送到群众心坎
本报讯 走进浮岗镇小

王庄村，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
向村庄四处延伸，一座座农家
新居与整齐的绿植相映成辉，
家家户户门前干净整洁，文化
墙靓丽别致而富有内涵。

小王庄村村民王爱玲说:
“我在村里生活50多年了，近
年来的环境尤其好，比之前强
太多了。原来，到处是泥泥洼
洼，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现在，村里修上了柏油路，路
上干净，屋里也很干净。还有，
实行垃圾分类后，群众都养成
习惯了，生活垃圾放生活垃圾
里面，其余垃圾放大桶里。生
活真是越来越好了！”

2018年，小王庄村被列入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在美丽
乡村打造中，原先泥洼的土路
改造成水泥路，破旧的土墙改
造成砖瓦房，不仅如此，在进
行道路、房屋改造的同时，由
镇政府出资，聘请专业设计团

队对小王庄进行美丽乡村整
体设计。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仅是
居住环境的改变，发展特色产
业让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提
高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
2017年小王庄村利用全县首
批农村集体资产制度改革试
点村契机，实施产权制度改
革，成立了单县小王庄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单县浮岗镇鸿泰
土地股份合作社两个合作社，
发展现代农业大棚项目。通过
土地流转，让村民及村内贫困
人员以土地入股，以持股实现
收益分红、以土地流转收取土
地租金，以大棚内打工赚取薪
金等多种收益。

据小王庄村村支部委员
秦念华介绍，通过这次改革，
把原来的集体资产盘活，组合
之后就是要农民分包承包，既
可以壮大村集体资产，又可以
让农民得到收益。小王庄村引

进了一个农业项目，建了100
个农业大棚，蔬菜大棚四季都
可以种植，由山东沃思堡沃思
堡这个公司来承包我们村里
的大棚，这样就是带领农民一
起致富，农民可以在里面打
工，也可以进行承包大棚，进
行日常的管理工作，分成是农
民和公司进行55分成。

在发展大棚种植的同时，
小王庄村依托浮龙湖区位优
势，成立了旅游专业合作社。
为进一步提高村民参与旅游
业的积极性，镇政府出资100
万元，作为奖补资金，动员群
众对原有房屋进行民宿改造，
从事餐饮、民宿、小商铺经营
等。按照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
村这样的一种理念，以旧复
旧，一户一案，高标准规划，高
质量打造，现在已改造民俗民
居24户，同时建造了清农学
堂，清农驿站等一系列旅游配
套服务设施。

浮岗镇小王庄村：绘就美丽乡村新蓝图

本报讯 近日，记者走进
位于单县时楼镇时油坊村的
佳和智慧田园农业综合体，一
座座智慧大棚展现眼前。棚内
西红柿、芹菜、辣椒等时令蔬
菜舒展身姿，绿意正浓。场主
韩艳君指着一座座标有红色
编号的智慧大棚对记者介绍
说：“这些大棚都配有智能化
设施，通常，我用一部手机就
能调试好大棚内蔬菜生长需

要的基础条件。”
2016年初，在外经商多年

的时楼镇王寨村女青年韩艳
君受当地政府返乡创业政策
的影响，决定回乡发展农业种
植。韩艳君说：“我考察过老家
的蔬菜市场，时令蔬菜销量一
直很大，高品质的绿色蔬菜在
市场上很畅销。种植绿色蔬菜
不愁卖，风险小。”1987年出生
的韩艳君，凭着一股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气魄，把多年经商积
累的300多万元资金，全部投
入到田园农业综合体的建设。

2016年9月，韩艳君建成
了占地300多亩的佳和智慧田
园农业综合，并引进了温室大
棚智能控制系统。“温室大棚
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对温室里
的设备进行监视、控制，通过
使用手机上的控制器来设定
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度
后，我能够随时监测调试棚内

空气、土壤的温度和湿度。比
如，种植芹菜的大棚内温度一
般是17——— 25度，我在手机上
做了设置后，一旦温度偏离，
系统就会发信息，提示报警。”
韩艳君对记者介绍说。 智
能技术的使用，适宜的温度、
湿度和光照，使佳和智慧田园
综合体生产的西红柿糖度较
高，在10—12个左右，可以当
做水果来食用；在种植过程
中，全部施用农家肥，不打农
药，品相和口感都很好。

“一边投资，一边受益。
2016年投资的资金，到2019年
已经实现回收。现在，随着周
转资金的宽裕，我想继续扩大
产业规模，建成公司+基地+合
作社”的运营模式，打造成区
域性的集循环农业、创意农
业、三产融合发展为一体的新
型产业园区和群众致富平
台。”韩艳君踌躇满志地说。

一部手机管大棚，智慧农业高效益

本报讯 近日，在菏泽市
第二届“孝贤之星”颁奖典礼
上，单县高老家乡刘寨村村民
张秀荣被评为菏泽市第二届
孝贤之星。在刘寨村，村民经
常看到：每当好天气，张秀荣
就会搀扶四叔刘世禄外出散
步。而张秀荣也已是满头银丝
的八旬老人。

张秀荣和丈夫刘传长都
是乡村教师,生育三儿两女。
1988年8月,刘传长对妻子张
秀荣说:“咱四叔年龄大了,身
边离不开人了,你先退休,一心
一意照顾他吧!”张秀荣答应
了。两年后,老伴儿刘传长去
世,照顾四叔的担子就全落在
张秀荣一个人的肩头。

2018年,张秀荣的叔公摔
倒在地,造成左胯骨断裂,卧床
半年有余。其间,张秀荣不敢
轻易离开半步。

对于这一切,刘世禄看在
眼里,更疼在心里,惭愧难当。

一天,实在看不下去八十高龄
的侄媳遭这样的罪,他产生了
绝食的念头 ,不再拖累张秀
荣。

一开始,张秀荣以为老人
秉性耿直,一时想不开,说说闹
闹一阵子也就没事了。可两天
过去了,四叔依然米面不进,张
秀荣便着急起来,就做些老人
爱吃的饭食,送到眼前,好言相
劝,但老人仍就不理不睬。张
秀荣又改变策略,当面津津有
味地连吃带喝,故意馋四叔。
也是因为被侄媳的孝心感动,
刘世禄老人最终没有“犟过侄
媳”,开始进食了。

几天后,看到老人有了精
神,张秀荣在大儿子刘杰的协
助下,按时搀扶着四叔做康复
锻炼。起初,老人怕疼,不想走
动,张秀荣既鼓励又“吓唬”,想
尽办法让老人开展康复运动。
目前,刘世禄在轮椅的辅助下,
大小便自理,情绪相对稳定多

了,张秀荣也随之减轻了些许
负担。

言传身教，孩子们皆孝老
敬亲。去年,家在青岛的孙女
想把奶奶张秀荣接过去“清静
几天”。张秀荣把四叔交给大
儿子刘杰照看,可是没过几天,
刘杰打电话告诉母亲:“爷爷
说他快死了 ,想见您最后一
面。”

张秀荣慌忙赶回来,见到
侄媳妇站在面前,刘世禄老人

“转危为安”了,一边大口咀嚼
点心,一边“埋怨”侄媳妇:“你
这一走就是半拉年,就不担心
俺!”张秀荣一时哭笑不得。

受母亲的言传身教 ,张
秀荣的孩子们皆孝老敬亲 ,
对刘世禄老人都直呼爷爷 ,
从未当远一门的堂爷爷对
待 ,只要回老家 ,都是大包小
包的食品和衣物。“看到孩子
们 这 样 孝 敬 ，我 打 心 里高
兴!”张秀荣说。

菏泽市第二届孝贤之星张秀荣：

悉心照顾叔公30年如同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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