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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广西靖西市按照“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因村施策，走出了一条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发展新路子。截至 2022 年 7 月 30

日，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15771 元，同比增长 24.26%。

  靖西市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治本之策，实施

“8341 ”发展战略，重点培育烤烟、桑蚕、水果和养猪“三种一

养”产业，形成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增绿。目前，全市建成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 364 个、

产业园 75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562 个，实现 153 个脱贫村新

型经营主体或产业基地全覆盖，带动 3.5 万户发展产业，特色

产业覆盖率达 96.5%。

  靖西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带动、群众主体”三方联动，

健全“龙头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种养能手+农户”联农带农

利益联结机制，引进龙头企业，采取“飞地入股、抱团发展”的

方式，做活土地流转、产业培育、联企带村的“融合发展文章”，

有效实现集体经济、农户和企业三方互赢共富。今年上半年，

30 个村集体收入超 5 万元，10 个村集体收入超 10 万元，2

个村集体收入超 20 万元。

  为优化产品和产业结构、推进农业提质增效，靖西市在扩

大产业规模和推动产业多元化的同时，围绕“三种一养”特色

产业，实施农产品品牌化发展战略，通过开展“三品一标”认

证，塑造一批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实现优质农产品特色

化、精品化、品牌化，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前，全市共有

“三品一标”农产品品牌 12 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1 个、绿色

食品 8 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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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决定，将 9 月 30 日设立为烈士纪
念日。从 2014 年起，每年 9 月 30 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同各界代表一起，
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人民英雄纪念碑究竟是怎么来的？
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烈士纪念日到来
之际，记者寻访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者
后人、人民英雄纪念碑展览策展人，听
他们讲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

“一座独一无二的人民丰碑”

　　 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国大典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通过了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
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当天傍晚，毛泽东
偕全体政协委员参加纪念碑奠基典礼。
　　香山革命纪念馆内，在“百川归海
人民至上——— 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协商建国实践”专题展览上，一幅黑
白照片记录了奠基典礼的生动瞬间。
　　 83 岁的北京市民陈光铭回忆，
1949 年 9 月 23 日上午全国政协工作
人员突然找上门来，邀请父亲陈志敬制
作奠基碑。父亲知道任务重大，当场保
证“全力完成”。“为了做好奠基碑，我们
全家一起上阵打磨清洗石料，大伯和父
亲更是点灯熬夜轮流制作。正常需要 20
天的工期，我们 6 天就完成了任务。”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当时中国
最顶尖的建筑师、艺术家、文史专家、
民间艺人、建筑工人，广泛发表意见，
反复酝酿、修改建造方案。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
还保存有当年设计的纪念碑碑顶草
图 7 幅。
　　“最终确定的方案扎根于民族传
统，同时兼收并蓄西方优秀艺术元素，
充分彰显了中国气派和民族精神。”长
期深入研究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
造的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说。
　　从 1952 年 8 月 1 日正式开始动
工兴建，1958 年 4 月 22 日落成。“细
细品味，气壮山河的时代巨浪都凝聚
在史诗般的建筑里，气象万千，今日思
之仍激动不已。”参与纪念碑设计的著
名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曾如此评价。
　　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
四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
敌后游击战、百万雄师过大江……纪
念碑上，一幅幅浮雕，浓缩着一百多年
来惊天动地的中国革命历史。
　　 2017 年，中国美术馆运用 3D 扫
描技术全面记录人民英雄纪念碑浮
雕的数据资料，并高精度、全方位地还
原到展厅。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每一块浮雕
上面，都能感受到这是中国民族艺术
的经典表现。”知名雕塑家、中国美术
馆馆长吴为山说，这是世界雕塑史上
一件伟大的作品，“是一座独一无二的
人民丰碑。”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

　　 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国旗护卫队从人民英雄
纪念碑出发，缓缓走向国旗杆。他们身后，是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巨幅浮
雕，人民的“小木船”，划出了渡江战役的伟大
胜利。
　　吴为山说，从革命历史中汲取生生不息
的力量，在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宣
示着一种永恒的精神，照亮了未来的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
述英雄感人故事，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号
召全党全国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
　　 2018 年 4 月 2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其中规定：“矗立在首都北京天

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
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
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
永久性纪念设施。”
　　“在开国大典前一天举行人民英雄
纪念碑奠基典礼，把国庆节前一天设立
为烈士纪念日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
花篮，这不是时间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
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
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说。
　　“没有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战，就没有
今天的美好生活；就没有英雄的中国人
民，就没有繁荣富强的伟大祖国。”董振
华说，尊重英雄就是尊重历史、尊重人
民，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生生不息、绵
延不绝。
　　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天安门广场
中心，正处于北京中轴线。“这标志着数
千年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国，成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北京市文物局
局长、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
主任陈名杰说。
　　研究天安门广场历史文化 20 多年
的学者闫树军，常年坚持去天安门广场
拍照：“这里有头裹着白毛巾的延安老
乡，有专程赶来的退伍老兵，更有戴着红
领巾的少先队员，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
的英雄，也都有各自的英雄梦想，纪念碑
就是他们最好的寄托。”
　　“英雄是从人民中产生的先锋，也是
从人民的队伍当中脱颖而出的。今天纪念
英雄、呼唤英雄，就是激发新时代不断涌
现出新的英雄，而这些英雄将激励全体中
华儿女不断迈向辉煌的未来。”吴为山说。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人民英雄纪
念碑见证历史，启示未来。”董振华说。

“英雄会激励人们永远奋进”

　　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像、为英雄塑
像，一直是吴为山的职业追求。
　　 3 年前，吴为山历时数月打磨、为

“人民楷模”王继才雕刻了一尊铜像，并
捐赠给开山岛：“雕塑是塑精神，要把英
雄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2018 年 7 月 27 日，58 岁的王继
才在执勤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
　　开山岛上，2.4 米高的王继才铜像
矗立，“远眺”大海。看到雕像的一刻，陪
伴王继才守卫海岛的妻子王仕花泪流满
面。“看到雕像，就像看到了老王，看到了
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 他在巡查，我
在记录，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王仕花
哽咽着说。
　　如今，开山岛上的“开山岛夫妻哨”事
迹陈列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一批又一批参观者登上海岛，寻访英
雄事迹……王仕花每年都会上岛几十次，
与大家分享他们平凡而伟大的 32 年。
　　“我会把我和老王每一个普通的日
子、每一项普通的工作分享给大家。”王仕

花的话纯朴真挚，“坚守工作岗位、做好本职工作
也可以成为英雄，希望每个人都能守卫好心中的

‘开山岛’。”
　　“英雄是永恒象征，会激励人们永远奋进。”
闫树军说，要完善英雄的评选表彰机制，大力传
播英雄的英勇事迹，尤其要让青少年树立英雄
情怀，培育他们的英雄情结。
　　今年清明节前，2022 年首都少年先锋岗
活动正式启动。共青团北京市委中学和少年工
作部部长刘漪说，让优秀少先队员以红领巾的
名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岗，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这一活动已坚持 30 多年……
　　跨越 28 年，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的王悠
然和母亲祝莹都曾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过
少年先锋岗。
　　“我将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未来，展现新时
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希望终有一天成为社
会栋梁。”王悠然说。

（本报记者李斌、孔祥鑫、郭宇靖、吴文诩、马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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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记者苏斌、岳东
兴、王琪）29 日，中国队在 2022 年女篮世界杯四
分之一决赛中以 85：71 击败法国队，晋级四强。
这是中国女篮自 1994 年女篮世锦赛（女篮世界杯
前身）获亚军以来，首次闯入该项赛事四强，也是
她们在北京奥运会后第一次晋级世界大赛四强。
　　从 2015 年亚锦赛决赛 35 分惨败于日本
队，到里约奥运会小组赛 1 胜 4 负无缘八强，
以第 10 名创下征战奥运的最差战绩，中国女
篮如今终于重返世界大赛四强，过去 6 年，中
国女篮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从低谷中奋起，在困境中磨砺。自 2017 年
3 月许利民担任主教练以来，中国女篮就将重
返世界大赛领奖台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并且
制定了包括两个奥运周期的规划。为了激励队
员，许利民治下的中国女篮在建队之初将日本
队（2015 年亚锦赛）夺冠庆祝的照片挂在训练
馆的墙上，并组织队员参加军训等主题拓展活
动，将团队凝聚力和作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许利民上任后大力起用年轻球员，他带队
参加的首项大赛是（亚锦赛）更名后的亚洲杯。
半决赛再度碰上日本队，中国女篮末节一度领
先 9 分的情况下被逆转。
　　在世界和洲际大赛经历的失利，成为这支中
国女篮成长路上的宝贵财富。2018 年在雅加达，
中国女篮时隔 8 年重夺亚运会金牌。不到一个月
后，中国女篮又在世界杯赛场上击败以主力出战
的日本队，终于打破了那几年“不胜日本队”的心

魔。这段岁月中，李月汝、韩旭、李缘等希望之星
得到了在大赛舞台上锻炼的机会，为日后中国
队主力框架的形成和巩固打下了坚实基础。
　　“遇强队敢打敢拼，遇弱队也不松懈。”中
国女篮前队长邵婷的话，正是女篮队员们在场
上展现出的精神面貌。2020 年 2 月，中国女篮
在东京奥运会女篮资格赛中击败当时世界排
名第三的西班牙队，提前一轮获得奥运资格。
　　“我们要打出中国女篮的精气神，敢打硬
仗，遇强则更强。”当时在更衣室里这段“超
燃”的全队赛前动员，令国人为之动容。
　　东京奥运会小组赛险胜澳大利亚队、世
界杯预选赛 33 分大胜法国队……中国女篮
以拼搏精神屡胜强敌，全队脚踏实地，自信心
越来越强。
　　为了备战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 8 月启程
前往欧洲进行海外拉练。尽管训练条件和生活
环境的保障不如在国内，但大赛前以赛代练，
与不同风格的球队交手，让中国女篮在世界杯
开赛前及时将竞技状态调整到赛时模式。
　　近年来不断与高水平球队较量，中国女
篮在比赛中不断学习和打磨自身技战术。邵
婷认为，比赛经验多了，熟悉了对手的套路和
打法，能力自然就会提升。
　　中国女篮现任主教练郑薇，此前担任国
家队助理教练十余年、辅佐过三任主教练，对
于球队自身以及主要对手的技术特点都有着
深入细致的观察。

　　低调做事，稳步前行。面对外界对中国女篮
的高期望，郑薇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近年
来）这支中国女篮还没在一次世界大赛上冲进
前四名，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稳定的阵容是中国女篮成长进步的关键。
尽管球队不同时期集训名单有细微调整，但自
2018 年世界杯开始，以杨力维、李缘、王思雨、
李梦、黄思静、李月汝、韩旭为班底的球队框架
就已形成，她们彼此间的配合日益成熟。本届
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中国队 10 名常规轮换球
员场均得分均在 5 分以上，其中 7 人场均得分
超过 7 分；面对波多黎各队，中国队全场送出
41 次助攻，将团队篮球发挥到了极致。
　　四分之一决赛遭遇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
法国队，中国队敢于与对手硬碰硬。场上身高
最矮的李缘一次次冲击篮筐，黄思静遭遇违
体犯规后冷静命中罚球，韩旭在领先优势被
缩小到 1 分时“打三分”成功，还有最后时刻
黄思静那记几乎锁定胜局的三分球，时隔 14
年，中国队终于再次晋级世界大赛半决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女篮目前年龄结构
合理，本届世界杯上，常规轮换球员里年龄最
大的是 28 岁的武桐桐，未来几年这批队员
仍有较大希望保持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历经磨砺、拼搏不止的中国女篮在 2022
年的这个秋天迎来“丰收”，但晋级四强不是
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每次站上球场，中国女
篮都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中国女篮何以重返世界大赛四强

　　中国女篮在 29 日时隔 28 年重返世界杯
（包括其前身世锦赛）四强，主教练郑薇赛后
表示迈过世界大赛八强这个坎后，希望球队
走得更远。
　　中国女篮在当天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上以 85：71 击败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法国
队，自 1994 年女篮世锦赛获得亚军以来，首
次在该项赛事中闯入半决赛。
　　郑薇赛后表示，中国女篮近几年在世界
大赛总是止步八强，这成为球队的一个心结，
所以全队非常想赢下这场比赛，关键的一点
就是战胜自己。
　　“球员们很年轻，因为有几次（八强赛）
没有迈过去，心理上的坎是非常难过的，但
总要迈过去的。”
　　“队员们今天做得非常棒。悉尼是我们的

福地，因为中国女篮（1994 年世锦赛）曾在这
里拿过世界第二，其实当时我们是有机会冲
击冠军的，很遗憾，错过了那个机会。这次我
非常想带领队伍走得更远。”
　　复盘本场比赛，郑薇认为球队半场结束
领先 11 分后，下半场有段时间在场上注意力
有些分散，防守做得不理想，但很快调整了过
来，专注于比赛把细节做好，防住了对手的重
点球员，这是赢球的关键。
　　 30 日，中国队将在半决赛对阵东道主澳
大利亚队。郑薇表示，队员们如今在心理上成
熟了很多，能够应对这种困难。
　　“迈过（八强）这一步，非常非常难。但只
要迈过这一步，后面的比赛就要争取打得更
好。”她说。

（记者岳东兴、王琪）新华社悉尼 9 月 29 日电

“结束 28年等待，我们想走得更远”
主教练郑薇“有想法”

▲ 9 月 29 日，中国队球员在比赛后庆祝晋级。  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 9 月 29 日，郑薇在比赛中指导球员。
          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