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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

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

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

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

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

民的智慧和实践。没有人民支持

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

成功。只有充分尊重人民意愿，

形成广泛共识，人民才会积极支

持改革、踊跃投身改革。要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

神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开

放”

——— 习近平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惠惠小小勇勇、、任任硌硌、、谢谢佼佼

四川是天府之国，谁能想到，地处天府中央的广汉，居然曾
经吃不饱饭；吃不饱饭的广汉，“逼”出了偷偷“分田坎”的举动，

更没想到，这竟是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创举之一！

如今乘高铁从成都向北，十来分钟到广汉。但见城市楼房
栉比，国家级高新区里上下班车流涌动；乡村山水旖旎，绿油油
的高标准农田网格化铺展，坡坎上果园里，黄澄澄的橘子缀满
枝头，沉甸甸的柚子垂肩……好一派城乡一体协同并进的新景
观！

“这是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成果”，76 岁的原县委书记
叶文志说。40 年来，这片土地上一轮接一轮改革，始终围绕解决
实际问题，激扬着基层农民群众的创新活力。

“烫”出来的牛市传奇

眼看快到下午 4 点，广汉市向阳镇火锅店老板梁成招呼伙
计：“赶紧去牛市买牛杂！”

“从活牛宰杀到毛肚上桌，不超过 1 个小时。”45 岁的梁成
说。十多年来他家天天客满。成都人呼朋唤友驱车前来，就为
“烫”这口最新鲜的毛肚。

毛肚何来？并非产牛之乡的向阳镇，却供应了全成都 1/3
的毛肚牛杂和 2/3 的牛肉，支撑起成都火锅盛名。你说怪不怪？

毛肚来自改革，来自农民创业突围。

1992 年，南风吹来。广汉向阳是中国最早兴起农村改革的
地方之一，村社企业遍地开花。这年，江南村全村集资 8 万元，
平整出 4 亩多地，在公路旁办起了为钢铁厂提供半成品的厂
子。刚试产就被关闭———“黑烟熏得看不见来车，安全隐患、污染
太大”。

村党支部书记师用全急了：“8 万块钱，啥子都没看到就关
了？办厂真‘烫’手！”

吃不好睡不着，有一天师用全盯着地里的牛发愣：“当不成
工人，改行当牛贩子成不成？！”

大家一商量，说干就干。农民改场地为牛圈，师用全背起军
挎包，迈向产牛区，东上秦岭巴山，西登松潘红原，晚上在小旅
馆内自己捏毛笔写广告，白天张贴。“卖牛哪里去？广汉要开大牛
市”的声音一点点传遍了产牛区。

1993 年 12 月 18 日，向阳牛市开业，牛贩子有了“家”，4 亩
多地上挤满了买牛卖牛者，牛都拴不进来了。

“交易、屠宰、深加工”产业链逐渐形成，毛肚等副产品出路
成问题，村党支部召集村民商量：“火锅烫起来！”人们对“吃好”
需求越来越旺，牛杂火锅一经推出，供给新鲜，味道“巴适”，很快
引得南北“吃货”云集。

关了污染工厂，却闯开了市场路径。到 1998 年，江南村就
已家家通水泥路、安电话光纤。如今牛市再次环保升级，到明年
春节前，将建成年屠宰量 10 万头、更加环保的“西南第一牛市”。

从无到有、“无”中生“有”，改革基因“烫”得人心激荡。

最早联产承包到组的“秘密”

广汉人的传奇始于更早的改革开放破冰前期。

时光倒回到 1977 年前后，水旱从人的广汉竟也出现农民
吃不饱肚子的境况。

《广汉县志》记载：1966 年到 1976 年的十年间，全县社员人
均收入比 10 年前只增加 2 角 5 分钱！1976 年，因违反自然规律
推广密植和双季稻，广汉粮食播种面积上升了 253%，粮食却比
1975 年减产 2104 万公斤。农民种什么怎么种得听上面的，田里
要拨开草才能看见稻谷。

牛不喝水哪能强按头。1976 年，广汉金鱼公社凉水村悄悄
把公社不管的田坎给“分”了。村里田地零碎，田坎密集而瘠瘦，
在农民眼里却是实实在在的“口粮田”。农民张德江一家七口
“偷”分到的田坎一算，近 1 . 8 亩！偷偷耕种，多收了几十斤油菜
籽和黄豆。

1977 年，广汉西高公社五大队二小队分成 3 个作业组，人
员土地、种子化肥优次搭配，大家抓阄分好，联产承包，责任到
组。队长做了两本账，一本假装记工分，应付检查；藏起来的账
本才是真实情况。村民又高兴又害怕，约定谁都不准往外说。

庄稼自己要说话。在初夏结穗时，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看
百姓挨饿，坐不住，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到处查看。一路行来，

庄稼像没力气的人一样东倒西歪、稀稀拉拉，唯独骑到西高公
社五大队二小队，庄稼齐刷刷地挺立着，结的穗也格外饱满。
常广南大吃一惊，连忙打听，为什么庄稼这么好？结果问谁都
推说不知道，常光南越问谜越多。

一直问到队长莫诗富身上。莫诗富警惕地问：“你一个骑
车的城里人，打听这干啥子？”

“我是县委书记常光南，是来学习、总结的，你大胆说吧，
不扣你帽子！”

——— 到收成时，这个队打了 43 万斤粮，比承包前足足多
出了 21 万斤粮，几乎翻了一倍！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提出，

这个“包”字可不敢碰，经充分酝酿，广汉县委把包产到组改为
定产到组。

1978 年初，广汉县委正式在金鱼公社启动了“分组作
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试点。一个“定”
字定了心，社员们在分到的责任田里，甩开膀子干开了。
1978 年金秋，金鱼公社的稻田里到处都是一派丰收景象，增
产了 520 万斤。

而在离广汉 1600 多公里的东边安徽凤阳小岗村，严立华
等 18 位农民在 1978 年那个冬夜，也按下了开启“大包干”的
红手印。

几乎同时，广汉和安徽小岗村等地农民首创的各项农村
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不断迭代的现代农村传奇

空中俯瞰广汉市金鱼、连山等乡镇，整齐田块一望无垠，
这是川西平原稻田最集中连片的地方，合作社是主要经营方
式。当年承包盼分开，如今集中为哪般？

60 岁老农黄明水的故事，是最好的答案。
黄明水个头不高，戴着眼镜，斯斯文文。他是第一批富裕

起来的农民，别人进城买房，他则深耕土地——— 1982 年就承
包了两亩地，1997 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他一口气流转上千亩
土地。

黄明水说，承包解决了口粮和灵活性问题。但吃饱肚子的
农民，逐步面临自我发展、产业发展等新问题。单打独斗种粮
不赚钱，一些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土地撂荒，家人分离，都不是
个事。

“都不种田，吃的从天上掉下来？”黄明水说：“我相信种田
一定能赚钱，但是必须上规模、上技术、上机械。”

党的政策不断响应着种粮大户的心声，涉农项目、科技、
信贷纷纷送到适度规模经营者身边。黄明水放开手脚，先后投
入 600 多万元购置农业机械，其带领的锦花粮食专业合作社
流转了 6000 多亩土地。在这金灿灿的大地上，机械化耕作实
现了粮食一年两熟，小麦亩产上千斤，水稻亩产 1200 多斤！入
社农民每年收入上万元。

这样的合作社在广汉有 506 个，土地流转面积 15 . 3 万
亩，占广汉总耕地面积的 46% ，农机化综合作业水平达
79 . 6%。广汉稳住了粮和农，成为成都平原最重要的“天府粮

仓”。

沱江岸边，是农业部授牌的“全国最美渔村”——— 三水镇
友谊村，一栋栋白色小楼临湖而建，清风徐来，荷香倒影。过去
广汉最穷的角落，如今成乡村振兴的尖兵。

54 岁的友谊村党支部书记邹顺明说：“不断淘汰自己，有
舍才能有得。”

这个村靠挖河沙解决了温饱，但挖得千疮百孔，破坏了环
境，于是他们停止采沙，沙坑放满水养鱼。从散养到密集养殖，
再到发展渔家乐，感到致富能力参差不齐。十八大以来，中央
重视农民财产性增收。结合本村特点，征得上级同意后，他们
搞起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试验，把村集体资产量化为每
位村民的股权，股东授权将集体土地合法招标。

“资本不愿下乡，一大担忧是怕扯皮。”邹顺明说：“农民股
东化，更符合现代企业需求。”

今年夏天，引进的水上乐园爆满，每日游客上万人次；国
家级钓鱼赛事在此举办。2014 年来，村民人均纯收入由 1 . 1
万涨到近 2 万，大步迈向共同富裕。

广汉人 40 年的“制胜法宝”

尊重基层创造，在广汉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则”。
改革之初，广汉农民刚吃饱肚子就跳进商品经济的“海”

里扑腾，社队企业村村点火。原广汉县委书记叶文志回忆：“那
时广汉人称‘小香港’！新企业多，皮包公司多，客商多。县城一
共才两万人，外地客商每天来 5 千人，竟把广汉的菜都吃贵
了！我们宁可政府掏钱补给市民，也要保护基层的活力。”

大浪淘沙，有了小散企业的出发，才有如今石油装备、电
气、通航等产业集群的精彩！

2018 年 6 月 2 日，吉林大学“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造了
井深 7018 米的亚洲新纪录，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
全球第三个拥有该项装备和技术的国家！

这台钻机产自位于广汉的四川宏华集团。这家中国最
大、全球领先的陆地石油钻机出口商，当年为 11 名石油职
工下海创办。

同在广汉，参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核反应堆项目、飞机
制造等国家重大项目的汉舟电气，当年也是由国企职工下海
创办。正是基于“尊重基层创造、充分鼓励活力”的“制胜法
宝”，才让广汉经济板块，从县级经济开发区，成长为国家级高
新区！

世上没有一成不变，也没有一蹴而就。迭代创新这一互联
网思维，不经意间，40 年里在广汉人手里付诸实践。

我国拥有 13 亿多人口，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
步，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四川省委提出，城镇化率达到 50%
以后，区域经济空间形态将逐步迎来由“虹吸集聚”到“辐射扩
散”的拐点，必须把经济区和城市群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谋
划。毗邻中欧班列青白江国际铁路港仅 3 公里，内陆开放的历
史新机遇，向广汉又一次招手。

改革的广汉故事，精彩未完待续。

“群众首创”的力量有多大
我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之一的广汉故事

▲广汉油菜基地。  60 岁老农黄明水。 广汉粮食生产资料照片。

广汉市委宣传部供图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
邰邰思思聪聪、、王王君君璐璐、、徐徐静静

80 年前，上海租界内一群进步青年
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出版的英文版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集体
翻译成中文出版，展示了一个外国人眼
中的中国……

80 年后，从斯诺家乡到中国初中生
的课堂，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中
美两国友好使者，斯诺笔下的“红色中
国”正走在奔向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一书风行 80 年

埃德加·斯诺的故乡，美国堪萨斯
城，坐落在密苏里州西部。1905 年，他就
出生在这里。

密苏里人有一句谚语，“用事实说话”。或
许，这正是斯诺选择记者这个职业的原因。

据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贝蒂·霍
钦·温菲尔德介绍，时任新闻学院院长的威
廉姆斯从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其探求未
知世界的特质，于是鼓励他到中国去。

几经周折，1930 年，斯诺来到上海，
此后他的人生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来到北京后，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授
新闻学。1935 年，他参加了北京“一二·
九”学生运动。

随后，斯诺在宋庆龄的秘密安排下
前往陕北苏区采访。本打算在这里待上
几周的他，一待就是 4 个多月。

在陕北，斯诺见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更重要的，他见
到了一批为自由和理想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人。

倔强的“红小鬼”、鱼水般融洽的军民情、目标坚定的领
袖……

每一张面孔都让他印象深刻，每一个背影都见证了中
国人的铮铮铁骨。

他将这段采访经历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全
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红星照耀中国》有几十种语言，近百种版本。一直到今
天，各国还在重印《红星照耀中国》，说明各国人民还把这本
书作为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的一本经典的著作。《红星
照耀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风行，主要在于其对历史的真实
记录，斯诺用记者的目光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
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北京大学教
授、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这样评价。

中美友谊的标志性符号

一台相机，拍摄了无数冷暖；一本书，纵横 80 年；一段
人生，成为被后人铭记的历史。

可能斯诺自己也没有想到，80 年后，仍然有一群人在
诵读他的著作。

十一月的北京，秋意正浓。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实验学校校园内的银杏叶已经泛黄。初二学生张释然
来到校园内的昆玉书屋，一场《红星照耀中国》讨论会正在
进行。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
样工作？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
色文化又是怎样的？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
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
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怀着这个
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这段文字穿越 80 年，由年轻的张
释然为同学们朗诵，仍然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一个月前，中美各界人士相聚在斯诺的故乡——— 密西
西比河畔的堪萨斯城，出席第 18 届埃德加·斯诺研讨会，围
绕全球经济发展、国际关系、贸易投资等话题交流看法。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许多堪萨斯人因为斯诺了解中
国、热爱中国，中国文化也在这片美国土地上落地生根。中
国的端午节前后，盛大的龙舟赛在堪萨斯城举办，成为当地
最大的夏季户外运动和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

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图书馆馆长邦妮·波斯尔思韦
特女士向记者展示着斯诺的遗物：战时使用的佳能相机、与
中国孩子们的亲切合影 、那张让世界铭记的毛主席相
片……当然，自然少不了那本《红星照耀中国》，这一切已成
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回忆。

在埃德加·斯诺基金会候任主席吉姆·麦克库斯科看
来，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榜样，斯诺已经成为中美人民友谊
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希望更多人了解今天更加开放的中国”

一个人，不顾生死，记录他乡的革命之路；一本书，纵横
岁月，在世界被传承至今；一段历史，穿越时空，今日仍警醒
后人。

在瑞士去世后，斯诺的一部分骨灰被带回美国，还有一
部分骨灰遵照其遗愿埋在了他曾工作过的燕园。

北大未名湖畔，写有“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字样的埃
德加·斯诺之墓静静伫立。墓碑前鲜花不断，是拜访者带来
的礼物。

如今，《红星照耀中国》被选入初中生必读书籍目录，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熟知斯诺和他的故事。

语文教师孙蓝田告诉记者，初中是年轻人建立人生观
的重要阶段，《红星照耀中国》让 90 后、00 后了解祖国的过
去，了解了今天的共和国是怎么来的，不忘初心，才能走好
人生路。

“阅读这本书，首先是学习斯诺这种用事实说话、追求
真理的精神；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美国记者、美国年轻
人像当年的斯诺那样，来中国看一看，了解今天更加开放的
中国。”孙华认为。

在第 18 届埃德加·斯诺研讨会上致欢迎辞时，美国埃
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会长南希·希尔说：“正如埃德加·斯
诺所深知的那样，极具挑战性的时代，最需要的是开诚布公
的对话与诚挚的友情。”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美两国人民架起的友谊之路，
正跨越高山大海，稳步向前。

(参与采写：张超、马晓冬、长远、苗壮、汪平)

八
十
年
后
红
星
更
加
闪
耀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