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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济南 3 月 28 日电（记者栗建昌、杨
文、张力元）东一块、西一块、碗一块、瓢一块。
20 世纪 50 年代初，沂蒙山深处的厉家寨村七
沟八梁上，零星散落着些许薄田，村里因“三根
棍”而出名：年少一根棍放羊，成年一根棍放牛，
老年一根棍要饭。
　　 1955 年起，厉家寨人移山填谷、劈岭造
田，两年建成高标准梯田 3000 多亩，粮食亩产
提高到 500 多斤。
　　消息传到中南海，1957 年 10 月 9 日，毛
泽东主席欣然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
寨是一个好例。”
　　昔日整山治水，如今栽上了“喝山泉水的大
樱桃”，还成了有名的樱桃村。高铁也开进这里，
乡村振兴提速向前。
　　几十年来，一代代厉家寨人接续着“愚公移
山”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大步迈进。

一把镢头一张锨

“敢教日月换新天”

　　厉家寨村，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坪上
镇，处于三山五岭两河之间。昔日这里水土流失
严重，土地瘠薄星散，往往十几块地才能凑成一
亩，粮食亩产量不足百斤。
　　老人们常说，曾经的厉家寨村，是“早上汤，
中午糠，晚上的稀粥照月亮。”
　　穷则思变，新中国成立后，厉家寨人决心和
贫困斗争。
　　 1950 年 7 月的一天，厉家寨村的村民厉
月举从地里拔出花生秧，反复端详，苗黄根稀，
摸一把土壤，土层只有 2 寸厚。“根深才能叶
茂，能不能把土地深翻，加深土层？”
　　 1951 年一开春，厉月举开始深翻地试验。
当年秋收，试验田多收了花生 30 斤。1952 年，
他继续深翻地试验，获得了小麦亩产 400 多斤
的好收成。
　　深翻地经验很快在村里推广开，家家户户
生活有了保障。
　　但厉家寨人并不满足。他们提出开山劈岭，
凿岭填沟，誓要改变恶劣的自然面貌。
　　一双手、两个肩，一把镢头、一张锨。没有大
块土地，就削梁填沟垫沙滩；为扩大水浇地，就
竖水横流把田灌。
　　“当时钢镢头砸在石头上，‘刺刺’地冒火
星，震得手上全是血。”曾任厉家寨村党支部书
记的厉月钦回忆，有一次刨到一块巨石，12 把
镢头刨断了 10 把。“现在我手上裂的口子，都
是当时刨地震裂的。”
　　厉家寨村的生产队在工地上插上党旗、红
旗，大家干劲满满，村民经常天还没亮就出门
干活。

　　通过深翻地、修梯田以及一系列水利工
程，厉家寨村实现粮食丰收。
　　 1955 年底办起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
后，第一年每亩平均产粮 500 多斤。
　　 1957 年，厉家寨村整修高标准农田
3000 多亩，削平 11 个岭头，填平 300 道沟。
　　 74 岁的厉家寨村村民徐根田说：“老一
辈的人硬是把山地整成了平地。整治后的地
土层变厚实了，收成比以前翻了好几番，收入
也多了不少。”
　　整山治水后的厉家寨村，成了当时全国
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先后吸引了全国各地 50 多万人参观。
　　 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读到讲
述厉家寨村的报告，挥笔写下“愚公移山，改
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语。

接过“愚公”开山镐

山村引来大樱桃

　　改革开放后，厉家寨人不满足于解决温
饱，如何让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成了新的课
题，厉家寨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探索新的种植。
　　“市场经济时代，只依靠传统农业，肯定
富不了。”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的厉月钦有想

法，他看上了烟台的大樱桃，厉家寨村背风向
阳，属于近海气候，适宜大樱桃生长，“人家种
水果也能卖钱，为什么咱不试试？”厉月钦于
是和村干部多次去烟台取经。
　　不过，习惯了种庄稼地的村民却并不“感
冒”：“大樱桃 4 年才结果，真能赚钱吗？”
　　 2003 年，厉月钦种的 2 亩樱桃，每斤卖
到了 5 元。这让抱着观望态度的庄稼人很是
惊讶，“刨去成本 1 亩地就挣了 3000 元，在
村里当时可了不得。”厉月钦说。
　　“种地瓜、花生哪抵得上种樱桃，大家都
开始行动起来了。”厉月钦说，村里樱桃种植
规模迅速扩大，带动了周边十里八村的乡亲。
　　如今，18 个村樱桃连片种植面积超过
2.6 万亩，2016 年，厉家寨村还被中国果品
流通协会评为“中国樱桃第一村”。
　　距厉家寨村不远的大山空村，60 岁的张
传香正在调节樱桃大棚里的温度和湿度。一
亩的大棚中，绿叶中串串樱桃，红黄相间，煞
是喜人。
　　张传香的大棚能产 2000 斤樱桃。“俺家
的大樱桃熟得早，1 斤能卖 100 多元，好的
能卖到 200 元。”她说。
　　“再过几天就是采摘最忙的时候，会有很
多快递小哥来寄发樱桃，来采摘的游客也会

多起来，到时候路上都是小车了。”
　　张传香告诉记者，除了固定的商贩上门
收购，也有很大一部分发鲜果冷链。
　　“当年的梯田现在成了教育沟、教育田，
让后辈人经常能够忆苦思甜。更重要的是，我
们要做新时代的新愚公，接好前辈的开山
镐。”厉家寨村党支部书记厉明聪说。
　　 2020 年 6 月，村党支部领办的厉家寨樱
桃种植合作社，预计每年给村集体带来超百
万元收入，其中 30% 以上用于给村民分红。

高铁开进厉家寨

乡村振兴不停歇

　　春分刚过，棚里的樱桃渐次熟了，山上的
樱桃开始挂果。山脚下 10 多栋新建的居民
楼，成为厉家寨人的新家园。
　　厉月钦说，2017 年，村里搞了新农村建
设，厉家寨村彻底改变了面貌。
　　 2019 年 11 月，高铁开进了沂蒙山，“厉
家寨站”成为沿线上唯一一个用村庄命名的
高铁站。
　　厉明聪说，如今搭上高铁快运，当天下午
采摘的樱桃，第二天就能送到沿线城市，再也
不用为樱桃的销路发愁了。

　　厉家寨人也开始在樱桃科研上做文章。合
作社投资建起了厉家寨樱桃科技示范园和大
樱桃种植加工工程研究中心，研究新品种培育
和推广示范。
　　合作社理事长滕厚玉不定期请来国内专
家，给大家讲授引种、育苗、推广，新品种开始不
断扩展。同时注册原产地商标，统一使用。
　　果品深加工已经起步。樱桃酒、樱桃果汁、
樱桃果脯等樱桃深加工及其创新产品，已经走
入市场。
　　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搞起了高铁采摘游。“我
们的客人当天从济南过来，采摘完樱桃，当天就
能回去，还有很多人慕名来旅游。”厉明聪说。
　　直播电商也助力沂蒙山区增收致富。2019
年，“厉家寨樱桃”线上线下共销售 1200 多万
斤，销售收入 2.4 亿元。去年的樱桃节上，厉家
寨村还请了网红带货，不少村民在短视频平台
直播樱桃采摘，一箱箱大樱桃乘着“复兴号”运
向全国各地。
　　 24 日下午，在距离厉家寨村不远的临港
经济开发区办公楼上，“80 后”回乡创业人员
厉海金接到了短信通知：他注册的厉家寨文
旅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审批通过。在未来，
他计划挖掘家乡的红色旅游资源，带动更多
的乡亲致富。

获毛主席点赞“愚公移山”的村庄，现在怎么样了

这是 3 月 23 日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村史馆拍摄的国务院对厉家寨人的表彰。  新华社发（孙运亮摄）
  这是 3 月 23 日在村史馆拍摄的厉家寨人当年大战“穷山恶水”的
历史照片。              新华社发（孙运亮摄）

　　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革命纪念
馆，陈列的国家一级文物——— 一块刻有“苏
维埃万岁”字样的铜制秤锤，格外引人注
目。历史烟云流转，秤锤的光泽虽已黯然，
但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注定被
铭记。
　　 1933 年 10 月，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
地在反“围剿”斗争中失利。加上党内“左”
倾错误领导，陕甘边斗争形势严峻。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指挥部审
时度势，决定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
向南梁地区，开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1934 年 11 月 7 日一大早，南梁荔园
堡内戏台前人头攒动，戏楼上挂起了“陕甘
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横幅。大会选
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军委。
　　边区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秣、
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实施了以“十
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政策法令，为的
是促进陕甘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
业的发展，使陕甘边区的经济逐步繁荣起
来，人民得到休养生息。
　　南梁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索彤彤说，当
时边区政府在荔园堡设立南梁集市，规定
每月“逢一是集”。一段时间过去了，南梁集
市却热火不起来。
　　原来，边区百姓当时都使用旧制秤度
量，而从西安等地来的商人却使用市斤秤，
贸易过程中换算复杂，容易有误差。加上白
银、银元、清代的官银号都有流通，货币市
场十分混乱。
　　面对这种情况，边区政府研究决定，在

边区统一度量衡，制作新制市斤秤杆，设立自
己的造币厂。
　　就这样，这块形似拳头大小的秤锤诞
生了。
　　秤锤底部长 6 厘米，宽 3.5 厘米，高 10 厘
米。秤锤正面从上至下依次铸有“苏维埃万岁”
字样、“五角星”图案和“壹佰斤”字样，背面铸

“镰刀、锤子和枪”图案和“公平交易”字样。
　　“为了发展边区经济，边区政府领导人想了
很多办法，每逢集市，在大街上有跳秧歌的，还
有民间说唱艺术。”南梁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朱
栋说，“当时边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可以想见，
这个秤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从此，每逢集日，南梁街头商贾云集，熙
熙攘攘叫卖声不断。集市上有当地人摆设的

“地摊经济”，日用杂货琳琅满目，也有从外地
赶来卖盐、贩瓷的，连牲畜交易也多了起来。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毫一厘系民生。朱栋
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始终以保
障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获得了边区群众的信
任，“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这个秤锤上
得以体现”。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件器物就是生动的
注解。”朱栋说，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全国革
命的胜利，根本在于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        （记者梁军、马莎）
       新华社兰州 3 月 28 日电

　　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
纪念馆中，有一本特殊的账簿，
上面记载了这样一笔：“十捌号
主席毛澤東住，付还大洋 1 元 4
角 8 分”。
　　这几个毛笔写的字，讲述了
一个中国共产党有关“清廉”的
故事。
　　这本账簿 1953 年由当地
群众捐献，记录了 1934 年 8 月
毛泽东同志和时任江西军区参
谋长陈奇涵等一行在江西省长
胜县铲田区（现为宁都县辖下
乡镇）开展调研时发生的故事，
毛泽东同志特意嘱托缴纳食宿
费———“1 元 4 角 8 分”。
　　这本账簿被发现并逐渐为
公众所知，源自一个“偶然事
件”。
　　 1989 年，瑞金中央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原馆员严帆出于课
题研究的需要，打开了馆藏文
物库房的大门，无意中在角落
里看到一份“文件”。翻开来，里
面“毛泽东”三个字顿时让他眼
前一亮。“这份文物不一般。”严
帆心想。
　　为弄清这本账簿的来历，严帆走访了曾
经的长胜县铲田区，向在世的老同志询问，证
实了账簿中的记载确有其事。严帆介绍 ，
1934 年，毛泽东同志一行人赴瑞金前，特意
嘱托陈奇涵替他转交当天的食宿费，账簿上
就有了这样的记录。
　　如今，这本账簿作为中国共产党清廉作
风的重要物证，被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精心保存。“这本账簿反映了毛主席廉洁自
律，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是当时苏区干
部好作风的生动体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
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说。
　　瑞金被誉为“红色故都”和“共和国的摇
篮”。1931 年 11 月，刚成立 10 年的中国共产
党在这里宣告成立崭新的国家政权——— 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首次以国家形
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百年沐雨行舟，作风与初心未变。正是一
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扎实过硬的优良作风，“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视劳苦大众为
亲人的真挚情感，汇聚起强大的凝聚力、战斗
力、创造力。（记者张璇、余刚）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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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秤锤，大民心

  在遵义会议会址，听《长征组歌》是种怎样的体验？小小

的马灯背后，竟藏着一个“步步惊心”的故事；一把剪刀如何

巧手变出在红军长征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竹筏”……

  《红色追寻第四季》第五站来到“转折之城”贵州遵义，

主播们与上海音乐学院、遵义师范学院的同学们一起重温

来时路，寻找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上接 1 版）为了适应不同人群错峰接种需
求，北京市多个区还根据自身情况增设了疫苗
接种“夜场”。3 月 25 日晚，与新发地市场相隔
一条马路的新发地新冠疫苗接种点开始热闹起
来。这个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天伦锦城附
近的接种点正是为了周边因上班无法在白天进
行疫苗接种的村（居）民及商户增设的。“我们白
天都忙着做生意，晚上遛个弯的功夫就把疫苗
打了，感觉特别方便。”新发地市场商户柳怀
明说。
　　该接种点负责人介绍，根据实际情况，接种
时间定在每周二、四、六 19 点至 21 点。由于新

发地市场商户与大货车司机多在凌晨配货，
白天交易，这一时间段正是他们的休息时间，
也是周边居民下班、饭后的业余时间。此外，
接种点距周边小区和市场商户生活区也很
近，商户及家人步行便可前往。新发地疫苗接
种点夜场每晚最大接种量为 300 剂次。
　　为保障疫苗供应，北京市不断扩大疫苗
存储和配送能力。目前，市区两级存储能力达
1000 万剂，日配送能力达 100 万剂。未来，
北京市将按照国家统一要求，持续加大疫苗
接种力度，稳妥推进 60 岁及以上接种人群
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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