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钢铁战士
“面对黄继光老班长铜像，我庄严宣

誓：高擎英雄旗帜，传承英雄精神；扎实刻
苦训练，锻造过硬本领……”近日，空降兵
某旅全体新兵列队，在特级英雄黄继光铜
像前庄严宣誓。

1962 年 ， 为纪念黄继光牺牲 10 周
年，根据黄继光母亲和战友回忆，用弹壳
熔铸塑造成了这尊半身铜像。 上高原、下
海岛、进戈壁……黄继光的铜像伴随部队
“全时待战、全域到达”的征程走遍了祖国
大江南北，黄继光精神也成为一代代官兵
的精神底色。

黄继光是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 年 1
月 8 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51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志愿军
第 15 军 45 师 135 团 2 营 6 连战士，后随
部队开赴朝鲜战场。 在写给母亲的家信

中，黄继光表示一定要杀敌立功，为家人
为祖国争光。

1952年 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上甘
岭位于朝鲜中部五圣山上，是志愿军中线
的大门，也是扎进敌人心窝的一把钢刀。

10 月 19 日夜，黄继光所在营奉命夺
取上甘岭西侧 597.9 高地。 部队接连攻占
3 个阵地后受阻，连续组织 3 次爆破均未
奏效。 时近拂晓，再不拿下高地将贻误整
个战机。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
担负爆破任务，带领两名战士攻坚。

黄继光等人在距敌火力点不到 50 米

的地方被发现，照明弹、探照灯使整个山
坡变成了白天，无数条机枪喷射出来的火
舌，扫向他们隐蔽的地方，一名战士不幸
牺牲，另外一名身负重伤，黄继光左臂也
挂了彩，但依然顽强地匍匐前进。 距敌火
力点只有不到 10 米了！ 黄继光向敌人投
去手雷，但由于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
边，未被炸毁的机枪又从残存的射击孔里
伸出来，志愿军的冲锋再次受阻。

这时，已经多处负伤的黄继光斜侧着
身躯，爬到地堡死角，身子向上一挺，奋力
扑上去，用胸膛堵住了敌人冒着火舌的枪

口，壮烈牺牲，年仅 21 岁。
“敌人的机枪声瞬间哑了。”亲眼看着

黄继光牺牲的时任志愿军第 15 军 45 师
135 团 82 迫击炮连指导员高晋文回忆 。
战友们喊着“为黄继光报仇”，冲了上去，
一举夺取了高地。

战后， 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特等功，
追授“特级英雄”荣誉称号。

多年来， 黄继光生前所在连始终在各
种急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被空军
授予“空降兵模范六连”“抗洪抢险先锋连”
“黄继光英雄连”荣誉称号，被中央军委授
予“模范空降兵连”荣誉称号，荣立集体一
等功 4次、二等功 12次、三等功 21次。

新华社记者 刘济美 高玉娇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毛岸英：用生命守护信仰
湖南韶山市韶山烈士陵园， 安放着杨

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岸英、毛
楚雄等毛泽东 6位亲人的铜像。 每逢清明
节、烈士纪念日，韶山市的干部群众都在这
里举行纪念活动，向烈士铜像敬献花篮。

韶山市烈士陵园管理所负责人胡爱
媛告诉记者：“每年都有很多党员干部和
师生自发来这里缅怀、悼念毛岸英等革命
烈士，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

毛岸英 ，1922 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
市。 8 岁时，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
也被关进牢房。 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组
织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 后
来，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
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
报纸，推过人力车。

1936 年，毛岸英被安排到苏联学习。
开始时， 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后

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曾冒着枪林弹
雨，转战欧洲战场。 1946 年，毛岸英回到
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岸英遵照
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
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
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过工厂的党委
副书记。 他虽然是毛泽东的儿子，但从不
以此自居，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新婚不
久的毛岸英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
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 他工作积
极，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

195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美空军轰
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
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
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

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
忍丧子之痛， 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
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
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 岸英是
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
成一件大事。 ”这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
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陵园内，一块 1 米高的花岗岩

石立于墓前， 正面刻着 “毛岸英烈士之
墓”； 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
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
志的长子。 1950 年 11 月 25 日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
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
青年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

2009 年毛岸英当选“100 位新中国成
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荣获 “最美奋斗
者”称号。 在韶山，毛岸英的故事广为人
知。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歌劲感动
地说：“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到处有青
山。作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用生命守护
信仰，对人民大忠大义，成长为一名优秀
的革命战士。 毛岸英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革命英雄主义和理
想主义。 ” 新华社记者 帅才

（新华社长沙 5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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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与共的磅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山东篇

山东是革命老区，底蕴深厚的传统文
化与红色基因叠加，造就了这方热土奋勇
向前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来山东考察调
研，重温沂蒙老区峥嵘岁月，要求发扬“水
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他强调，
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不断取得高
质量发展新成就，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牢记殷切嘱托，山东上下不断改革创
新、锐意进取，齐鲁大地生机盎然。

人民支持是胜利之源

【红色足迹】
2013 年 11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纪念
塔敬献花篮，参观沂蒙精神展，听取沂蒙
地区革命战争历史介绍，并会见了当地先
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

“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年
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
深情地说，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
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 沂蒙六姐
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
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
坡精神一样，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
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精神坐标】
逶迤八百里沂蒙，巍巍七十二崮。 沂

蒙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
贡献。 当时沂蒙根据地 420 万人口，其中
120 多万人拥军支前，10 万多名英烈血洒
疆场。

地处临沂市内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苍松翠柏，鲜花含情。 陵园正中央的革命
烈士纪念塔，巍然耸立；革命烈士纪念堂
内，62576 位烈士英名镌刻在墙。 烈士陵
园讲解员杜伊霏说，这里是粟裕将军部分
骨灰埋葬处，还长眠着陈明、辛锐、罗炳辉
等我党我军的优秀儿女。

【力量之源】
沂蒙革命纪念馆内，一组名为《力量》

的巨幅群雕，气势磅礴、栩栩如生：支前老
乡弯着腰，推着装满物资的小推车，浩浩
荡荡的支前大军，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前
行……据史料记载， 孟良崮战役期间，仅
20 万人的蒙阴县就出动支前民工 10 多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人民用
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推车推出了胜利。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是沂蒙精神
的特质，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笔宝贵精
神财富。 沂蒙母亲王换于创办战时托儿所，
抚养 40多名革命后代长大成人；“红嫂”用

乳汁和小米粥哺育革命，精神永传；李桂芳
等 32名妇女拆掉自家门板，跳入冰冷的河
水，用柔弱的身躯架起“火线桥”……

“母送儿，妻送郎，最后一子送战场。
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
件破棉袄，盖在担架上。 ”共产党人“敢教
日月换新天”，人民就是力量之源。沂蒙干
部学院副教授刘占全说，无数支前群体和
英雄模范， 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
献，雄辩地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
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幸福的庄严承诺

【特殊年俗】
头锅饺子祭英烈。 每年大年初一，沂

蒙老区临沭县曹庄镇朱村村民王经臣都
会将第一碗饺子端到村里的烈士墓前，祭
奠为保卫朱村牺牲的 24 名年轻战士。 这
样的风俗，在全村已经绵延了 70 多年。

1944 年 1 月 24 日，日伪军 500 余人
进攻朱村。英雄的“钢八连”与敌人激烈战
斗。 血战 6 个多小时后，朱村得救，24 名
年轻战士永远长眠在了朱村。

“从小时候起，奶奶就教育我们，过年
第一碗饺子要敬为朱村牺牲的革命烈
士。”今年 72 岁的王经臣是朱村抗日战斗
纪念馆义务讲解员。 他说，乡亲们永远记
得共产党的恩情。

【庄严承诺】
2013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临沭县曹庄镇朱村，观看这个抗
战初期就建立党组织的支前模范村村史
展，了解革命老区群众生产生活。 在当时
83 岁的“老支前”王克昌家中，他挨个房

间察看，并坐下来同一家人拉家常。
他强调，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我们

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
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为革
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支持，形成
促进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乡村新颜】
“生活大变样了！ ”91 岁的王克昌感

慨。战争硝烟早已散去，朱村旧貌换新颜：
白墙黑瓦，松柏常青，一栋栋二层小楼在
林中掩映。

5月 19 日， 临沭县柳编小镇孵化中
心大楼里，“80 后”返乡创业者管其龙正
在忙着和客户沟通。 “线上线下结合，传
统产业引领带动电商直播等多方面销售
渠道拓展， 今年预计收入增加 100 万元
左右。 ”

种杞柳、做柳编，临沭县 67 万余人中
约六分之一从事柳编行业。 创新工艺、开
发新品、延长链条、做强电商，草柳编织出
幸福新生活。

科技元素，助力老区农业生产提速发
展。 在蔬菜大县兰陵，温室大棚采用物联
网、追溯云等技术，轻点鼠标就可为大棚
通风、灌溉，客户也可以通过网络、扫描二
维码等方式实时查看蔬菜播种、 育苗、施
肥、采摘、运输、清洗、配送等整个环节，保
障蔬菜的质量。

革命老区成“发展高地”
【商贸名城】

5 月 20 日， 临沂市兰山区的山东金
兰物流基地室内，信息交易中心大屏幕上

实时滚动运输价格、实时货量、运营线路
和订单信息。 室外，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
辆正依次驶出园区，奔向全国各地。

曾经 “四塞之固，舟车不通”，现在已
是大型商品交易批发中心。 昔日“内货不
出，外货不入”，如今成为物流名城。

几经更迭， 临沂从昔日的商业重镇，
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北方商都。 130
多个专业批发市场， 每天流动人口 36 万
多人，商品远销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殷殷嘱托】
2013年 11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金兰物流基地， 视察物流信息中心，考
察物流运输企业。 他同管理人员和装卸工
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物流业运行过程和成
本效益，问他们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政府帮
助解决。 习近平指出，物流业一头连着生
产、一头连着消费，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越来越凸显。 要加快物流标准化信息化建
设，提高流通效率，推动物流业健康发展。

8年来，临沂建成覆盖全国2000多个城
市的信息平台， 现已拥有物流经营业户
2300多家， 物流园区23个， 国内配载线路
2000多条，通达全国所有港口和口岸。 2020
年， 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额4403.5亿元，
物流总额6847亿元；跨出国门，建立海外商
城、海外仓，开通中欧班列、欧亚班列。

【老区崛起】
沂河两岸，风光旖旎。 临沂北城新区

高楼林立，临沂商城内，各大批发市场人
群熙熙攘攘。 从城市崛起到乡村振兴，从
高铁开通到直播经济， 昔日革命老区临
沂，已崛起为现代化都市……

百年辉煌，初心未变。 莒南县推行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支部带路，增收致富，从
规模化服务入手，助力乡村振兴。 在村党
支部的带动下， 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
不光村民致富，村集体也实现增收。

殡葬改革，文明节俭。 沂水县实施以
“惠葬礼葬”为核心的殡葬改革，在全国率
先推行“殡葬全免费”政策。新风气代替了
旧习俗，村民都拥护。

高铁进山，发展提速。 日兰高铁日照
至曲阜段开通运营，沂蒙老区首次接入全
国高铁网，同时也使山东省内高铁实现环
形贯通，有效带动沿线城市经济发展……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群众支持，我们
就能克服困难，无往而不胜，这是被沂蒙
老区革命实践检验了的。 新时代，老区将
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沂蒙精神，发
展的高地、 幸福的热土在勤劳的手中脉
动、生长、欢歌！

新华社记者 杨守勇 杨文

（新华社济南 5 月 25 日电）

·红色足迹
从
﹃
手
握
手
﹄
到
﹃
心
连
心
﹄

︱
︱︱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迈
向
全
面
深
化

180 米≈20 公里———环元荡贯通桥宛如飞
舞的“同心结”，将上海金泽镇与江苏吴江的车程
缩短了半个小时。

交通互联 、产业共融 、生态共治 、民生共
享……以全国 4%面积创造约 1/4 经济总量 ，
长三角一体化破壁除障 、抽丁拔楔 ，从全面加
速迈向全面深化。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携手共筑中国发展强劲
活跃增长极，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走在前列。

共谋“一盘棋”，着力构建新发展
格局

在上海造一辆汽车，到哪里可以将零部件采
购齐全？ 答案是无锡。 “具备所有零部件配套，却
没有发展备受追捧的乘用车整车制造，正是无锡
对自身土地等资源禀赋认真研究后有意而为。 ”
无锡市副市长高亚光说。

“链”接长三角，共谋一体化。 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长三角打破行政区划壁垒，
围绕产业链和价值链统筹布局生产力。

地处皖苏交界，来安县是承接南京产业转移
的前沿阵地， 仅中车浦镇车辆厂在这里就有 100
多家配套企业。 安徽盛世高科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袁学荣说，企业有一半员工是每天往返的
“跨省上班族”。

2月，惠及苏皖9个设区市3500万人的《南京
都市圈发展规划》 获国家发改委正式复函同意，
两省协作共进开启新篇章。

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在江苏徐州
孵化半导体封测项目，在浙江嘉善建设先进封装
生产线……华进半导体总经理肖克说，公司累计
衍生孵化 9 家企业，有 7 家在长三角，研发的新
技术能很快实现上下游贯通。

增强高质量供给，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
点。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 万多款商品，仿佛“永
不落幕” 的进博会———在上海西郊的虹桥商务
区，正准备打造 10 个百亿级进口商品集散中心，形成 1 个千亿级国际贸易总部
集聚区。

联合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携手打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
源汽车等产业联盟，合力推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聚焦“引领国内大循环
核心引擎、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长三角蹄疾步稳。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主任华源表示，得益于一体化深
入推进，长三角经济显示出强大稳定性和韧性。 一季度，长三角 GDP 增长 18.9%，
两年平均增长 6.1%，分别快于全国 0.6 和 1.1 个百分点，对全国 GDP 增长贡献率
达 25.1%。

“区域城市优势互补，资源日益优化配置，长三角正不断提升发展水平和整
体竞争力，率先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决策咨
询专家、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说。

下好“先手棋”，放大改革创新示范效应
江南意象、水乡基因、蓝色珠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

约 35 平方公里的“水乡客厅”，地跨沪苏浙的金泽、黎里、西塘、姚庄四镇，将致力
塑造世界级水乡人居文明典范。

不破行政隶属， 打破行政边界。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
说，一年多来，示范区探索形成 32 项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蓝图管全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监测和执法“三统一”，同时形成了一批促进各
类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

“从‘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到‘你就是我，我就是
你’。 ”苏州汾湖高新区总规划师袁钦介绍，未来汾湖中心城区将与水乡客厅在空
间、功能上相互融合。

勇当改革创新开路先锋。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
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不断放大改革创新示范效应。

被称为“水质对赌”的国内首个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去年底在新安江流域完
成第三轮试点。 如今，新安江已成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新安江模式”正逐步扩展到长三角全域。 在天目湖上下游，江苏溧阳与安徽
郎溪、广德达成生态补偿机制。 “天目湖水质已经转好，整体达到 II 类水质。 ”溧阳
市天目湖镇党工委副书记杨育美说。 推进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体化，三
省一市协同监管生态环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锚定科技创新共同体，提升策源能力。 深化上海张江和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两心同创”，加快建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力争
到 2025 年形成现代化、国际化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自贸试验区联动建设， 做优服务功能。 长三角自由贸易试验区联盟 5 月成
立，做强做优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创新等十大服务功能。

“碳达峰、碳中和”号角响起，拥有全链条创新资源的长三角再次率先探路。
无锡零碳科技产业园 19 日正式揭牌，着力打造长三角零碳技术集聚区和产业示
范区，计划 2025 年底前引进千家零碳领域科技企业、新增从业人员超万人。

精描“同心圆”,持续增强人民获得感
水清景更美，共护太湖水。 站在无锡太湖贡湖湾湿地公园水韵广场眺望，帆

影幢幢、碧波荡漾，“太湖明珠”璀璨夺目。 无锡市蓝藻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张铮惠
介绍，沿湖城市共享蓝藻监测预警信息和打捞治理技术，开展水污染联合调查，
为长三角生态治理提供“太湖经验”，也为百姓增添更多生态红利。

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三省一市全面同频共振，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持续提升。

“我在嘉善上班，以前看病要在吴江备案，医药费先自付，等工作日再回吴江
报销，现在直接刷医保卡就可以了。 ”苏州吴江市民钱洁说。 如今，青浦、吴江、嘉
善共 85 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接入门急诊联网结算系统，实现异地就医免备案直
接刷卡结算。

从共建到共享，长三角民生“幸福圈”日益丰富———
“整个办理过程只花了不到 10 分钟。 ”陆先生近期来到苏州吴江松陵派出

所，将户籍由上海杨浦迁来吴江。 长三角区域跨省户口迁移便民政策近期出台，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合肥、马鞍山）的户籍居民，在迁入地就可办理跨省户口
迁移。

41 个城市实现医保 “一卡通”；10 个有轨道交通的城市扫码乘车 “一码通
行”；高铁运营里程超 6000 公里，覆盖 9 成以上设区市；全面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建成 5G 基站超过 18 万个……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圈不断拓展。

从共治到善治，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
全面推行普通商品线下无理由退货、异地异店退换货，沪苏浙皖四地联合开

展“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累计培育放心消费单位 50 余万家、异地异店无理由
退货承诺企业 400 余家。

成立青吴嘉矛盾纠纷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调解专家库，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持续推进矛盾纠纷一体化解，构建联网、联勤、联动、联办的协同治理机制。

潮涌长三角，阔步新征程。
经济活跃强劲、创新能力跃升、营商环境优良、要素流动畅通、绿色美丽宜居、

公共服务便利共享……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图景，正向世人徐徐展开。
新华社记者 刘亢 凌军辉 陈刚 何欣荣 屈凌燕 程士华 齐琪

（新华社南京 5 月 25 日电）

丘萍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

部、原合肥市纺织局副局长丘萍同志，
因病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在合肥逝
世，享年 97 岁。

丘萍同志 ， 男 ，1925 年 5 月出

生，广东梅县人 ，1947 年 7 月参加工
作，1947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
任 3799 部队后勤部副部长， 安纺总
厂副厂长 ，合肥市纺织局副书记 、副
局长。 1985 年 4 月离休，享受地市级
待遇。

丘萍同志的遗体定于 5 月 26 日
10 时在合肥市殡仪馆火化。

这是 44 月 1133 日拍摄的地处临沂市内的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

“乡音”传“党音” “走新”更“走心”
(上接 1 版 )把群众零碎时间变成宣讲
黄金时段 , 着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人心 。

该市整合各方力量 ，组织制作 “一
分钟红色微视频 ”，实现 “指尖 ”到 “心
尖 ”的转变 。 “红色天长 ”“党史快问快
答 ” “星火燎原耀天长 ” “灯火里的中

国 ” 等一批精品视频 ， 依托微信公众
号 、视频号 、抖音号 、微博 、网站等载
体 ，打造 “指尖课堂 ”，以影像 、语言营
造声情并茂 、 形象生动的沉浸式授课

情境 ，切实取得了 “老一辈有共鸣 ，新
一代有感悟 ”的传播效果 。

天长市还组织开展 “一小时红色
微巡演 ”，以艺术呈现党史 ，让红色映

照万家 ，产生了 “讲台 ”变 “舞台 ”的效
果 。 截至目前 ，该市首批 20 多支演出
分队共 500 余人 ，编创了文艺节目 100
个以上 ，陆续在 174 个村 （社区 ）展演 ，
预计全年演出 500 场次以上 ， 受教育
群众超 10 万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