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盘州市双凤镇镇中心三街，

有一栋两层的建筑，青砖、赤柱、红

门，原为国民党贵州二十五军第二

师师长黄道彬于民国 17 年修建的

兵营，因上下各九间，故称“九间

楼” 。

1936 年 3 月 30 日晚，红二、六

军团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

王震等， 在九间楼召开了会议，最

终决定放弃建立川黔滇革命根据

地，西入云南省，抢渡金沙江与红

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 这

次关系到红二、六军团前途与命运

的决策会议，史称“盘县会议” ，为

红军后来抗日保存了 1万多人的有

生力量。

于 2013年投资 3000 万元修建

的会址陈列馆内， 一块块红色展

板，一幅幅历史画卷，都在回顾着

那段红色革命的记忆。

“盘县会议” 会址陈列馆的左

侧，有一条长约 300米的小巷。

走进小巷， 两侧均是城墙，斑

驳的石头诉说着悠悠的岁月。 百余

米处，就是贺龙曾经住过的“范家

公馆” 。

巷子的另一端，83 岁的陆学林

与老伴开了一家烟酒铺。

“他坐不住，一般都不在店里，

应该到‘九间楼’ 逛去了。 ” 6月 28

日上午，陆学林的老伴坐在铺面门

口， 慈祥地

笑着。

1936 年，“盘县会议” 召开时，

陆学林出生仅 20多天。 此后，从童

年到少年，从参军到外地工作再到

返乡，“九间楼” 的实物与红色故

事， 都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底，浸

染着他的一生。

“红军长征的精神， 从小就播

种在了我的心里。 ” 陆学林说，因此

在 1953年 17岁的时候， 他就报名

参了军，前往西藏服役。

“再苦再累， 都无法和红军长

征遇到的艰难险阻相比。 ” 陆学林

说，1957 年退役后， 他毅然选择到

贵州地质勘探队工作，长期扎营野

外、风餐露宿在一线从事钻探。 后

来，陆学林转战到铁路岗位，铺铁

轨、掘隧道，在贵昆、成昆铁路线

上，他都坚持在一线劳作。 贵阳、安

顺、六盘水、武汉等地，铁轨上都留

下了他的身影。

退休后，陆学林选择了回乡。如

今，陆学林每天都要去“九间楼”转

转，看人来人往，回忆峥嵘岁月。

6 月 28 日，正是在“九间楼”

的广场，陆学林老人回忆起了自己

的红色记忆。“九间楼” ，已经不光

是他的乡愁，更承载了他一生的精

神追求。

本报记者 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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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夏来，气温升高，贵阳市民喝老酒的热情，也

越发高涨。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

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他就像夏日里的一股清流，爽爽

贵阳老酒市场。 他说收一瓶老酒，交一个朋友，收酒主

更是以酒会友，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绍，今

年夏天，凡是来收藏馆成交的朋友，就送 100 元车费，

成交上万元的顾客，还送红包 500 元。

公司高价收购新老茅台、习水大曲、平坝窖酒、安

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金沙窖酒等

贵州名酒。 特别是国酒茅台，更是青睐有加，其中包括

茅台生肖纪念酒、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地方国营

茅台、三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他们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

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

楼酒、汾酒、郎酒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

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一名老酒收藏爱好者和孙建春打过交道后说，孙

先生为人厚道、直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自从和他交

朋友以来， 他传授了不少收藏酒的知识， 让他受益匪

浅，其他有喜欢老酒的朋友，不妨来一起交个朋友。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传

承酒文化，更是结交好友。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们，可

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他将与大家品老酒吃

美食，分享其十多年品酒鉴酒经验。

联系电话 18685000755����0851-85666888

广告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

卖瓶老酒 交个朋友

“红飘带上的新篇章”之盘州篇

盘州市双凤镇镇中心 （原盘

县城关镇、盘县老城区），现存的

普安州文庙、 普安卫城垣及北门

楼、城隍庙等文物古迹，见证着这

座拥有 600 余年历史古镇的繁华

与过往。

如今，四面环山，面积只有约 8

平方公里的古城区，居住着约十万

人，人口密度过大，空间明显不足。

近年来，盘州市委市政府顺势

而为，建设了包括快速通道在内的

基础设施，把老城和新城连成一片，

车程只需半小时，同时开始了大规

模的古城开发建设。

共计三个小区 53栋公寓、建筑

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 能居住 1700

余户的团山安置点，就是古城棚改

的项目之一。 该项目将于今年 8月

全部完工。

双凤镇党委书记张宇说，将棚

改作为支撑进行古城改造，该镇共

实施了两个安置点，总投资达 60 亿

元， 指标为 17825 户， 目前已有

14825 户落户，交房 2100 户，预计

年内可再交房 4000户。

搬迁老城区居民和单位，为古

城发展腾出空间，被张宇形象地称

为“腾笼换鸟”———通过棚改项目

使城内的居民搬迁安置、改善人居

环境，继而又能恢复古城原貌。

此外，古城与新城之间，一个投

资超 10 亿元的湿地公园正在建设

之中，这个湿地公园将让古城与新

城区紧密相连在一起。

目前，古城区内

的 多 家 医

院、 多所学校已在城外建起楼房，

“腾笼换鸟”已步入了“快车道” 。

璞玉不琢，不彰其华。 在城边

建湿地公园、 将居民迁到湖畔等

“腾笼换鸟”的方式，只是这座古城

改造的一个缩影。

按照规划，实施改造的这座老

城，历史文化脉络清晰，功能完善，

各区域之间照应互补，确保了实现

历史文化与现实的有机融合与传

承，旅游休闲度假与居住商业相宜，

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并进。

张宇表示，古城的改造，将紧抓

“山、水、城、洞、文化”五个要素，把古

城打造成“文运

圣地 、美

食之乡、休闲之都、商汇之城”，建成

滇、黔、桂接壤区域的旅游集散中心。

目前，许多项目的实施，投资均

在亿元或数十亿元以上。

就“盘县会议” 会址来说，去

年，盘州就拨款 30 万元，用于“红

色文物” 和征集；陈列馆预计投资 2

亿元，进行全面改造提升，相关规划

已经接近尾声，明年上半年开工建

设。 目前，会址正在申报国家级红

二六军团纪念馆。

据记载，这座古城，各时期均有

不少名人涌现，仅明清两代就产生

进士 17 名，武进士 2 名，举人 152

名，武举人 11名。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 我们将

发扬长征精神，做好保护、挖掘、开

发、传承工作。 ” 张宇说，尤其要将

红色资源变为金色的旅游资源。

本报记者 高松

600年古城 新梦想·新征程

本报讯 昨日，凯里市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凯里市城市规划建设及风

貌控制导则》，规范管控城市规划建设

与城市风貌，打造宜居宜业宜游“苗侗

明珠·山水凯里” 新风貌。

据介绍， 本次出台的 《导则》以

“宜居宜游、活力有序、多元融合的山

地民族文化之城” 作为凯里城市风貌

总体定位， 将城市风貌划分为现代风

貌、现代＋传统风貌、传统风貌等 3 大

风貌分区，并在凯里老城组团、开怀新

城组团、苗山侗水—鸭塘组团、巴拉河

组团、 高铁组团、 凯里经济开发区组

团、 滨江新城组团等 8 个城市组团具

体分类执行。

《导则》从凯里的传统民族建筑

构建、自然色彩、传统建筑色彩、传统

民族服饰色彩、 传统民族图样中提取

元素，对凯里市城市天际线、山体周边

建设、水体周边建设、城市色彩风貌、

城市夜景灯光、城市景观廊道、城市街

区风貌等 13 项规划建设内容提出详

细的导控要求。 （杨联华 吴如雄）

本报讯 昨日， 由清镇市委宣传

部、市教育局主办的 2019 诵读中华经

典暨青少年朗读课文大会在清镇市吾

悦广场举行。

本次朗读比赛共分为幼儿组、小

学 A 组、小学 B 组、初中组和高中五

个组， 朗读内容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中小学课文及课外读物为

主。 奖项设置一等奖两名、 二等奖三

名、三等奖五名。

据了解， 本次活动旨在促使青少

年及其阅读爱好者在朗诵过程中感受

中华优秀文化的魅力， 接受中国传统

美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 进而增

强民族自豪感。

（刘洋岑 张洺溢 张镱耀 邓丽娜）

诵读中华经典

感受朗读魅力

本报讯 昨日是第 30 个世界人口

日，由贵阳市计划生育协会、花溪区计

划生育协会主办， 花溪区兴隆社区服

务中心、贵阳华夏不孕不育医院承办，

以 “共奋进建新功·喜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为主题的宣传服务活动在兴

隆社区缤纷广场举行。300余人参加了

本次世界人口宣传服务活动。

活动中，市、区、社区三级计生协

人员现场宣讲了卫生健康法律法规、

优生优育、 生殖保健等政策法规计生

知识等。 活动现场，社区群众还带来了

精彩的文艺表演。

当天医院还为花溪区兴隆社区辖

区内 20 户计生困难家庭送上爱心物

资， 现场为来往居民们开展免费量血

压、测血糖、生育健康咨询服务等便民

惠民活动。 （本报记者 张梅）

“山水凯里”

将有新风貌

凯里发布城市规划建

设及风貌控制导则

半个月来，我们以脚步丈量

信仰的高地，目睹老区人民从革

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建设

自己美丽家园的故事。

一路走来，阅读昔日红军在

长征途中留下的一件件文物，走

进耄耋老人记忆深处关于红军

的一幕幕场景，让我们接受了一

次次思想的洗礼。

“我们从哪里出发的？ 为什么

出发？”面对这一时代之问，一直是

我们在采访中不停思考的问题。

从山林溪边到田间地头，平

凡的人们正在捋起袖子加油干，

用自己人生的大写意回答了我

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

正的英雄。

而历史和现在乃至将来，则

铿锵有力地宣布：为人民谋幸福，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变初心。

那些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带

着乡亲们奔向致富路的领头人；

那些在寒窗下苦读，立志用知识

改变故乡命运的学子；那些奋斗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绽放出彩人

生的村支书……这些普通人、普

通事， 以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经

历，组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

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

枯竭的精神源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初心·使命

医院牵手社区

关注生育健康

■结束语

■延伸阅读

红色故事

镌刻老人心间

“盘县会议”会址

关向前居住过的“九间楼”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