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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年前，在部队意外负伤、几乎失明的程樟柱时常默念“愈
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他说，方志敏烈士的这句话赋予
他生的力量与希望。

51 年前，伤残退伍的程樟柱婉拒部队的疗养待遇，回到故
乡江西德兴，自愿到一座为方志敏等革命先烈而建的纪念馆作
义务讲解员，常年驻守，乐此不疲。

冬去春来，年轻小伙已至桑榆暮年。他用半个世纪的时光，
以一片赤诚，凭一腔热血，宣讲红色故事，义务讲解服务超过 20
万人次。

“因为信仰，所以‘看见’。”他说。

“看见”方志敏：“把不屈不挠装进心里”

8月的江西省怀玉山区，云遮雾绕，郁郁葱葱。
“每天早上起来走出房门，往右转弯走 35步，再往左转弯走

75步，上 5级台阶，往前走就是纪念馆大门。”在德兴市龙头山革
命烈士纪念馆，程樟柱身着红军服，拄着自制盲杖，边走边介绍。

1935 年 1月 29日，方志敏在怀玉山区不幸被捕，后被杀
害。1954 年，江西德兴政府部门在他被捕的附近区域修建龙头
山革命烈士纪念馆，以纪念方志敏及其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牺牲
的先烈。

记者看到，纪念馆大厅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石碑赫然
屹立，墙壁上悬挂着方志敏英勇事迹的展板。左右四个展厅分
“方志敏点红德兴”“血战怀玉山”等多个主题进行陈列。

数十年来，程樟柱就住在纪念馆旁的平房里。寒来暑往，偌
大的纪念馆，他装在了心里，“我把方志敏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装进心里”。

1965 年，程樟柱在部队意外负伤，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为
0 . 04。为什么？怎么办？年轻的程樟柱一遍遍叩问自己，他甚至
想到了死。这时，从小读方志敏文集的他，想起一句充满力量、振
聋发聩的话：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

在狱中面对死亡，方志敏多次提笔写下“奋斗”二字。在回忆
1928 年的艰苦斗争时，方志敏写下了上述的话。

“心情低落时，我就默念这句话，它给我活下去的信心和勇
气。”程樟柱说，方志敏烈士的老家弋阳和他的家乡德兴都属于
上饶市，从小他就知道方志敏、佩服方志敏。

退伍回乡，程樟柱凭着微弱的视力，经常跋涉于怀玉山区的
深山密林，找寻方志敏烈士战斗过的地方。

一草一木，寄托哀思，蕴藏力量。“在曾经的战场，我一字一
句理解自己准备的讲解词，仿佛看见了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看
见了矢志不渝的革命理想。”程樟柱说。

为了搜集方志敏烈士的事迹，程樟柱几乎访遍了德兴所
有的老红军。一次，他碰到一位和方志敏出生入死的红军战
士。

“那位从敌人手中逃脱的老红军，脸上有两寸多宽两寸多长
的疤，皮都被敌人打掉了。摸到他的手，好深一条槽啊，是敌人用
手铐铐的。”说到这，程樟柱眼泛泪花，哽咽无言。

“我们的
红军战士是何
等坚强、何等
勇敢！我要把
他们这种不屈
不挠的事迹告

诉更多的人！”

“看见”精神：“一辈子的坚守是值得的”

“方志敏被捕遭到搜查时，敌人十分惊讶。”在纪念馆的展厅
里，程樟柱向龙头山中心小学的学生们作讲解。“像他这样重要
的领导干部，身上除了一块旧表和一支自来水笔外，竟然什么值
钱的东西都没有。”

这个“清贫”的故事，程樟柱经常向听众讲解。
1968 年，程樟柱刚来时，纪念馆只是一座简陋的砖房。
程樟柱一点一点整修，“全身都是动力”。一次，他在院里拔

草，右手被毒蛇咬了一口，肿胀难忍，幸亏救治及时，捡回一条
命。一次，为了买木材修缮纪念馆，他凭着右眼仅有的一点视力，
东奔西走，险些跌落十几米高的岩壁……

无数个夜晚，呼呼风声夹杂着老鼠的磨牙声袭来，程樟柱唱
起了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
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嘹亮的军歌带给我力量，驱散内心的孤寂。”他说。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程樟柱的努力下，经过几番修缮，

纪念馆初具规模，2001 年，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如今，院内绿树成林。“樟树、桂花树、罗汉松……院子里的

树大多是程老亲手栽种，门口的大樟树比我年纪还大。”44岁的
沈金花 2018 年来到纪念馆工作，她说想认真学习讲解，把程老
的工作传承下去。

今年以来，程樟柱发现他的房间经常多了一些馒头、包子和
桃酥饼。费了一番周折，他才搞清楚，原来是几个经常来听他解
说方志敏故事的小学生悄悄放下的。

“我们一般周末过来，程爷爷很善良很慈祥，知道很多革命

故事，讲得很生动。”13岁的黄慧霞刚从龙头山中心小学毕业。
“我很感动，小小年纪就让我感受到温暖，我一辈子的坚守

是值得的。”程樟柱老泪纵横。

“看见”信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 80 年代初，程樟柱彻底失明，了解外界信息的主要
渠道是听广播。“总共听坏了 13 台收音机，新近又买了一台。”程
樟柱摸了摸柜子里的一排收音机，拿出靠近外侧的一台，几秒钟
就调出了一个声音清晰的频道。

通过收音机，程樟柱了解国内外大事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近年来，他还把“中国梦”“新时代”这些新概念新内容融入讲
解词，辅之以具体事例。“与时俱进”“生动鲜活”“深入人心”……
听众们自有评论。

“作为一名党员，每次听程老讲解，我总忍不住要抱紧双臂，
借着这个动作抚平心中的战栗，仿佛他身上有种火热又纯粹的
东西在灼烧着我。”德兴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管委会主任余伟说。

最近，程樟柱和儿子程坚说，今年是方志敏诞辰 120周年，
想去南昌的方志敏烈士陵园瞻仰。

7月的一天上午，程樟柱手捧一簇菊花，来到方志敏烈士陵
园，在儿子的搀扶下，慢慢拾级而上。登上 100余级台阶，程樟柱
用手轻轻抚摸墓碑，不禁低声啜泣。

“方志敏烈士，今年是您诞辰 120周年，我特此给您献花，给
您鞠躬！我一个残疾人，入党不能为党分忧，不能为民谋利。我感
到内疚惭愧。今天站在您墓面前，您给我勇气，我向党提出申请，
请党接收我成为共产党员，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烈日当空，程樟柱身穿红军服，头戴红军帽，久久地伫立在
墓前。 新华社南昌 8 月 21 日电

因为信仰 ，所以“看见”
失明老兵义务讲解方志敏精神半个世纪的故事

武夷山：监督茶赛评比

本报记者朱翃、凡军

自 7 月以来，上海天气多
变，先是烈日骄阳、闷热高温，
再是台风“利奇马”光顾，狂风
暴雨不止，酷暑天与暴风雨组
成了让人难以捉摸的“变奏”。
但无论天气怎么变化，对于守
护申城的公安民警而言,守护
城市交通秩序不变，护卫浦江
之畔的平安不变。

上海黄浦公安分局的广大
基层民警不仅有霹雳手段震慑
奸邪，还有民之所需、我之所为
的人民情怀，用忠诚、汗水和执
着，从细节做起，让烈日与风雨
变幻下的“蓝色衬衣”更加温暖
与质朴，让一方百姓感受着那
一抹“安心蓝”。

细节一：目不转睛

监控大客流

大客流管控安保工作历来
是黄浦公安分局的重中之重，
而作为“属地主战”的外滩治安
派出所更是坚持把保障客流稳
定有序摆在首要位置。每年夏
季 7 至 9 月的每个周末，是外
滩大客流管控工作面临较大压
力的时刻。平安有序的背后，是
一道道关注与关切的目光，为
百姓研判和预警可能的风险。

外滩治安派出所所长刘海
波在所内的警务中心，仔细查
看着大屏幕中的各路口客流情
况。他作为地区安全第一责任
人，日复一日坚守在安保工作
的前沿指挥岗位上。

傍晚时分，前来外滩江堤游
玩的人流量便开始急速上升，此
时的刘海波神情严肃地拿起了
指挥电台，一遍又一遍地下达着
指令：“关闭六号口，开启七号
口；关闭七号口，引导人流到九
号口上……”整个电台频道里不
断传来他的声音，各岗位民警根
据他的指令，保持江堤各通道的游览人数平衡可控，保证
外滩江堤安全有序。

直到晚上九点左右，看到外滩江堤的人流量明显
下降趋于平稳，刘海波才放心地瘫坐在座椅上。整整三
个多小时，刘海波始终在监控屏幕前密切关注人群流
动的情况，并据此下达管控措施的指令。其间，他不时
仰起头，滴上几滴润眼液。“一天下来，眼睛都看模糊
了，眼药水是我的必备良药。”刘海波说。

细节二：不知不觉两万五千步

夏日的外滩，白天阳光灿烂，晚上景致迷人。暑假
里观光客络绎不绝，滨水区虽然人头攒动，但始终井然
有序。特大型城市的平安有序，来自一次次提升的“见
警率”，也缘自一步步巡逻执勤的丈量与守护。

外滩陈毅广场前的路口树立着一面鲜红的旗帜，
这里就是黄浦公安分局外滩治安派出所青年文明号的
执勤点。执勤点主要负责外滩滨水区域的反恐、处突、
巡逻等工作，这支队伍由 6人组成，年纪最大的 1986
年出生，最小的 1995 年出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
除了日常工作，压力最大的就是保障大客流的安全。

民警钟强告诉记者，外滩客流中，海外游客非常多，
服务质量关系到上海开放友好的形象。为了管理好这支
年轻的队伍，钟强提出了“管理军事化、工作标准化、执
法规范化”的要求，他结合治安总队的工作要求与外滩
滨江地区的实际，制定了执勤民警的行为规范，从岗前
训示、上岗、收岗总结等方面对警员高标准、严要求。
外滩治安派出所辖区人口密集，区域横跨南京路，岗

位遍及商业街区、旅游景点，巡逻一天下来民警们常累得
腰酸腿痛。8月 3日的交通大整治行动，钟强一直忙到晚
上 8点多，回到单位打开手机里的计步器软件，全天竟在
不知不觉中步行 25057步，折合行程 20多公里。

细节三：背上有盐花，脚下有水花

7月中旬持续的酷暑高温天，正午地表温度能达
到 60摄氏度，在黄浦区中山东一路南京路路口，交警
支队民警黄俊正指挥着南来北往的车辆。他是一名年
轻的警长，然而工作的韧性和耐心丝毫看不出这是名
“新兵”，熟练的指挥手势与车流、人流形成了一道独特
而又靓丽的风景。由于路口中央没有任何遮挡，他完全
暴露在烈日下，脸晒得通红，但黄俊依旧保持挺拔的站
姿和规范的手势。

趁着喝口水的间隙，黄俊告诉记者，气温达到 35
摄氏度以上时，一般上去 10分钟全身就湿透了，警服
甚至都能晒出盐花。

而到了台风天，风雨中的挑战同样不容小觑。黄俊
介绍说：“一方面，我们要坚守路口，加大交通秩序维护
力度，杜绝车辆滞留路口等情况发生；另一方面，还要
不断注意是否有路面积水、路边树木倾倒、广告牌松脱
等情况，及时发现和上报，避免次生灾害发生。”

“不管是晒出盐花还是溅起水花，我们民警都会坚
守岗位。越是恶劣的天气，越是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
候。”黄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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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武夷山市纪委监委干部在第十五届
春茶评比现场进行监督。近年来，武夷山市各级纪检监
察干部在举办的农产品评比赛事中，都到评比现场进
行监督，确保赛事公正公平。（邱汝泉摄）

（上接 1 版）一代名将戚继光戍守 16 年的黄崖关长城，天津
最高峰九山顶，5A级景区盘山，“北方西双版纳”八仙山，“天津
神农架”梨木台，“天然氧吧”九龙山……拥有如此多的大美生态
区，蓟州在 723个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质量检测评比中，居
京津冀区域首位。
良好的生态优势，独特的区位优势，地处京津唐中心地带的蓟

州又肩负起新的使命——— 建设京津冀重要生态涵养区。蓟州明确：
加快推进环北京 1小时生活圈品质城市建设，不断放大蓟州在京
津冀区域的重要节点作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绿色的力量。

“同样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理念一变，发展效果截然
不同。绿水青山是蓟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最大优势。
我们必须看护好这个‘传家宝’。”蓟州区委书记于立军说。

从低端到高端，旅游产业鼓足钱包

早上 7点半，喇叭里传来《弟子规》诵读声，唤醒了郭家沟。
晨曦中，青山巍巍，溪水潺潺，炊烟袅袅。
路旁一户农家庭院中，蜿蜒的藤蔓缠绕在凉亭上，大红灯笼

点缀其间，老榆木茶几和几把躺椅放在一隅。村党支部书记胡金
领正忙着招呼客人。

山野菜、柴鸡蛋、咸鸭蛋、蒸红薯、小米粥、烙大饼……丰盛
的早餐端上来，游客满满当当坐几桌。

眼前旅游兴旺的“黄金沟”，过去却是地道的“穷山沟”。“收
入二千三，百姓抽旱烟”是村民自嘲的顺口溜。

为摘掉“穷帽子”，胡金领带头发展农家院。吃住一天，一人
收费 100元。档位低，客人少，10 年间始终在低端徘徊。

“乡村游，市场人气火爆。郭家沟，条件得天独厚。为啥发展
不起来？”胡金领反思：单打独斗，缺乏品质，互相压价，搞不出大
名堂。

2012 年，郭家沟被纳入全区首批乡村旅游精品村建设。但
一开始，很多村民转不过弯来，支持的没几个。

“价格便宜，吸引不来客人。调高价，还能有人来吗？”
“别的村名气已经很大了，我们能抢到客源？”
“投入这么大，打了水漂怎么办？”
……
担忧一大堆，不改没出路。区、镇、村三级干部，挨家挨户跑，

把整体改造的好处掰开了说、揉碎了讲。
最终，村民们都投了赞成票。县领导挂帅成立了指挥部，请

来了顶尖设计专家，紧锣密鼓推进改造。
真正干起来，棘手问题可不少。
各家负责屋内装修，投入大。村民怕赔钱，行动慢。胡金领就

带头干，不仅拿出老底儿，还到银行贷、找亲朋借，前后投入 150
万元。老父亲气得直跺脚，媳妇和他打冷战。

改造完工后，郭家沟迅速走红，游客爆棚。父亲、妻子换了笑
脸，“我们家当年 9月底营业，一个月挣了 15万元，抵得上过去
一年的收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村民的热情被点燃了。胡金领说，
2013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6万元，以前想都不敢想。
人气旺了，新烦恼又来。
游客把村子当免费景点，人满为患；小商小贩涌进村，嘈杂

不堪；集体没收入，卫生保洁、设施维护、景点开发跟不上，游客
开始有抱怨。

提档升级，势在必行。
瞄准高端乡村游市场，村里实行联合经营。限人流、管商贩，

不在村里吃住的游客门票费和每个农家院的管理费，统一用于

环境维护和旅游开发；推行营销推广、服务质量、客源分配、床单
被罩洗涤、收费结算“五统一”；对村民进行礼仪、烹饪培训；制定
星级农家院标准，实行差异化管理……

这样一来，旅游体验更好了。郭家沟乡村游价格“噌噌”往上
涨，游客却越来越多，上千元一间的高端民宿都要提前预订。

“2018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8万元，基本家家户户开上了小
汽车，今后日子还会更美！”胡金领信心满满。

推进旅游供给侧改革，尝到甜头的，不仅仅郭家沟一个村。
府君山北，苍翠之间，顺青石板路，走进“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西井峪，抬头是石，低头是石，石房、石墙、石路、石碾、石磨，
质朴的叠层石筑成了这个古村落的每一寸肌肤。

前些年，村民们凭借“石头村”特色，开始尝试经营农家院，
但低质低价，辛苦不挣钱，几十家开开停停，最后只剩下四五家
硬撑着。

“石窝窝”如何产出“金蛋蛋”？2015 年，渔阳镇通过购买服
务方式，从北京请来知名团队对全村进行包装设计，依托农家老
宅打造高端民宿和优选农舍。

“老百姓，百人百种想法。说时都说好，干时一边瞧。”当时刚
刚履新的西井峪村党支部书记周维东颇多感慨，“不能怪群众，
主要是心里没底。”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支部看书记。周维东成了改造优
选农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个人只花 2万多元，其余政府掏腰
包，第一年就盈利 10 多万元。

看到确实能挣钱，村民们争着抢着要加入。8家高端民宿、6
家优选农舍相继建成、投入运营。最高端的价格，是当地五星级
酒店的两三倍，仍然一房难求。

如今，精心规划改造的“石头村”，留白留朴留绿，古秀中透
着精致，“文艺范儿”十足，获得素有“产品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
“iF传达设计”大奖，成为“网红”打卡地。

41 岁的周恩星经营着一家名为“暖香清舍”的优选农舍。
“今年已经挣了 20 多万元。进入暑期旺季，周末房源早就订满
啦。”他高兴地说。

“我们村搞旅游，原来是刷‘流量’，现在是卖‘风景’。”周维东
说，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超过 2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旅游业进入黄金发展期，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
出，需要来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蓟州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任周旺说，区里出台改造贷款贴息补助、特色村公司化运营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乡村游全面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从脏穷乱到绿富美，乡村振兴全面发力

小穿芳峪，意为“穿过芬芳的小山谷”。明清时期，多有朝廷官
员、文人墨客在此隐居修建园林。全村现有 80 多户、260 多口人。

车停村口，伫立远望，一座座农家小院错落有致点缀在青山
绿水之间，宛如一幅水墨画。

顺路进村，走入名为“响泉农家”的四合院，青砖灰瓦，石板
铺地，园林式的庭院绿化、中国风的室内装修，处处透着古朴与
精致。
出院，顺坡往上，步入乡野公园。蜿蜒曲折的小路，造型别致的木

屋，争奇斗艳的鲜花，绿树掩映的野营基地，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
在氧吧中漫步，在树荫下小憩，在花草中抒情，在书屋里品

茗，在果园中拾趣……不觉来到一处“土崖”前。顺阶而下，一排
窑洞小院依崖而建。窑洞里，装修陈设典雅，又不失现代气息。

几年前，小穿芳峪还是另一番景象：道路坑洼狭窄，沟渠杂
草丛生，房前屋后到处是垃圾、柴火垛，猪圈散臭，污水横流，小

卖部乱戳，电线杆上贴着各种小广告……
“环境脏乱差，让游客怎么住得下？对比周边几个兴旺的旅

游专业村、红火的农家院，乡亲们都抬不起头。”说起过去，村民
苑荣军直摇头。

2012 年，小穿芳峪村人均纯收入仅 8400 元，在蓟州 900
多个建制村里排名倒数，而附近的毛家峪村已达到 4万元。

这年，在外闯荡多年的能人孟凡全回村任党支部书记。上
任伊始，村“两委”结合实际，正式确定了以“乡野公园”为主题的
定位，着力打造全景式特色旅游村，突出体现“厚厚的乡情，浓浓
的野趣”。

村集体没钱，村干部就自掏腰包，垫资 180 多万元搞建设；
村里缺人才，一些党员宁愿不出门赚钱，也留下为集体出力；建
高端农家院，村民缺资金，老孟亲自出面担保，累计办理贷款
400 多万元。他还利用自身优势，免费设计院内园林景观，打造
“一户一景”……

到 2015 年，小穿芳峪村容村貌已是焕然一新。古朴风韵的
穿芳老街、古建风格的农家院，整洁平坦的道路延伸到里巷深
处，排污管网通到各家各户，河道里清澈的河水在绿草鲜花簇
拥下缓缓流动……

实现景观化改造后，村里先后建成了乡野公园、农耕文化体
验园、精品民俗、房车基地等休闲旅游项目。田园风光、历史文化
与民俗生活相结合，成为“村中有景、景中有村”的 3A景区。

环境好了，知名度高了，接待的游客多了，村民的腰包跟着
鼓了。到 2017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突破 3万元。

不止于此。村里还注册了种植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结构；
成立了旅游管理服务中心，做大做强乡村旅游；筹措 3000 万
元，组建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村民以土地、宅基地等入股，可
以从土地保值增值、合作社和投资公司的利润分红、农家院民
宿经营等多种途径增收。

“你笑我也笑，环境变面貌；你富我也富，旅游走新路；你好
我也好，全靠党领导；心情好没烦恼，高高兴兴活到老！”村民徐
金荣自编的词儿，道出小穿芳峪村发生的变化。

从“脏乱穷”到“绿富美”，摘掉的不仅仅是“穷帽子”，更有根
深蒂固的“老观念”。

“村民们常和我说，没有破坏一寸耕地，没有砍掉一棵树木，
大家收入却翻了两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子孙的‘钱
袋子’，一定得保护好。”穿芳峪镇人大主席张长武说。

政府搭台，农民唱戏。在蓟州，生态优势正成为乡村振兴优
势。

山野体验游、地质科普游、红色主题游、体育运动游、农家
休闲游……“山水蓟州、京津花园”的旅游招牌越来越亮。

踏青节、桃花节、梨花节、杜鹃花节、采摘节、冰雪节……做
足旅游节庆文章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规划引领，一村一品；市场运作，资金平衡；农企捆绑，集约
经营。全新的乡村游发展理念引领下，蓟州区已创建 11个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美丽田园、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18 个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5 个全国特色景观名镇名村，
100余个乡情野趣浓郁的旅游特色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共接待
游客 11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65亿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蓟州区
区长廉桂峰说，我们正抢抓国家级旅游改革创新先行区和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这两个机遇，引入高品质休闲旅游、健康
养生、文化创意产业，打“山水牌”，吃“绿色饭”，走“生态路”。

一样的“靠山吃山”，不一样的发展内涵。一幅生态更美、生
产更美、生活更美的大美画卷，铺展在蓟州的绿水青山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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