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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露

走进西柏坡，走进那一处一处抹着黄泥的小院，不知
不觉间，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动和感慨激荡在内心，萦绕不
去。

西柏坡原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一个普通山村，
1948年 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部移驻这里，才使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
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
中心。1949年 3月 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入北平。

西柏坡位于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平山县中部，正处
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会处，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
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 90公里。有了优越的地理位置，还
得具备充足的经济条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西柏坡一带
村庄稠密，沿滹沱河两岸三四里就是一个村，滩地肥美，地
宽粮丰，稻麦两熟。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说过：“平山县可称
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发达的农业经济，有利
于保障军民的充足供给。

平山县革命发动很早，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
组织，到 1946年，全县党支部为 608个，共产党员由 1931
年的 60名发展到一两万人，群众基础很好。自抗日战争
以来，平山县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所环抱。平
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第四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所
在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等
首脑机关也曾在这里居住长达三年半之久。

1948年 3月 20日，党中央作出了移至华北同中央工
委合并的决定。3月 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
党中央机关由陕西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告别生活战斗了
十三度春秋的陕北根据地，向西柏坡转移。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2012年的西柏坡，已经不是1948
年的那个西柏坡了。原来的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在1958
年修建岗南水库时，被淹没了。1971年在离水库不远的同
一座山上兴建了新的西柏坡村，但大体是保持了原貌。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的旧

居，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中共中央九月会议会
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每一处旧址的黄土墙上都钉
有一块红木牌，介绍着这些建筑。

每一处的故居都像是一处普通的农家小院，有的院子
栽着果树，有的院边有棵垂着枝条的柳树，毛主席的那把
白帆布折叠椅就放在院门口的杨树下，也许，《在中国共产
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就是在这
把椅子上酝酿成熟的呢！

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小最简陋的指挥部了。不足二十
平方米的一间房子，放着三张旧桌子，就这样一个指挥部，
指挥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华东与平原野战军、华北军
区部队成功地进行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
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胜利召
开的会场，算是西柏坡的豪华建筑了。这原本是中央大院
中央机关自己盖的职工食堂，依然是平顶子的土房，但这里
的木头窗子和门，因为顶部增加了半圆弧形设计，所以看上
去就比毛主席他们的住房气派了许多。1949年3月5日至13
日，毛泽东主席在这里作了题为《一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和任务》
的重要报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
人员 19人，列席人员 12人全部是坐着自备的小马扎参加
的会议。

我早些年去过南京的总统府，那里有600多年的历史
了，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49 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
100多年里，这里多次成为中国政治军事的中枢、重大事
件的策源地。明朝初年这里曾是汉王府。清朝为江宁织
造署、江南总督署、两江总督署。清朝康熙、乾隆皇帝下江
南时均以此为“行宫”。1853年 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
全在此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天王府。1912年 1月 1日，孙中
山在此处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古雅宽敞的总统府换了一任又一任主人，但哪一任最
后也没有能留下来。西柏坡的小院简陋狭小，却从这里走
出了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的一个政党，一个新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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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的小院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村庄里的春天
□刘传俊

我的故乡坐落在古宛城北 10余公里处，村庄东面是
独山，北面是紫山，西面是磨山和塔子山。这些山头，都在
目力所及之内，近的5公里，远的也不过10来公里。

春天的村庄，隐身在树木刚刚吐露出的鹅黄嫩芽弥散
的晕圈之中。站在村庄西岗上往东仔细打量，只觉得村庄
像是一位画家适才调和好颜料描绘出的水粉画，透出几多
朦胧，几多迷离，几多恬淡，神秘中显得清雅，敦实中释放
着轻松，日暖光融的诗情画意围裹着整个村庄。房前屋
后，塘边河畔，那槐树、楝树、楸树、榆树、椿树、柳树、梧桐
树等，疏密有致，竞相在春的气息里舒展腰肢。过不多时，
我家西屋北山墙外，那棵两股粗杈的楝树开花了。白中透
紫的花朵，健旺繁茂，能将树梢枝头挂得满满的，像一个个
小铃铛，又像一只只小眼睛，在春光照射下格外诱人。微
风慷慨地将缕缕香甜味送入鼻腔，猛吸一口，脑清气爽，心
旷神怡。那只黑得发亮的小猫咪，伸伸腰肢，在楝树根部
的柴火堆旁对着我“喵喵喵”地叫着，好像在告诉我，春天
已降临人间，包括它在内的万事万物正在复苏萌动。

村庄原有的敦实气派、令周围十里八村羡慕的寨墙，
后逐渐废弃。东西南北四条大路规规矩矩从村庄中心通
过“寨门”往外延伸出，再分成若干小路，蜿蜒到阡陌纵横
的田野里。大小不一的田地里，长势喜人的麦苗儿，尽情
享受着春风春阳的宠爱抚摸。麦秆粗实，麦叶宽厚，宛若
被涂抹了一层闪亮亮的油晃眼。麦叶尖儿挂着的露珠，晶
莹欲滴。这些麦苗在春风里你推我搡，互不相让，争着往
上蹿个，比试高低。麦田中夹杂着一些还未种植作物的春
地，可是乡亲画家笔下的留白?

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金灿灿笑盈盈，在暖洋洋的春光
里摩肩接踵手舞足蹈。田埂上一树树妖娆的桃花，争相与
油菜花媲美。那历尽千辛万苦，不知疲倦的蜜蜂，赶趟似
的，嘤嘤嗡嗡在花中采花酿蜜，也酿造幸福的生活。那茵茵
的青草，就像刚铺开的绿地毯，铺满村东有名的古宛城梅溪
河的上游，蔓延到庄稼地边和村头。田野里一派繁忙景象，
男女老少头戴草帽肩搭毛巾在浮动，趁大好春光忙着在预
留的春地里种玉米栽红薯种棉花点豆子……从村中池塘担
水，扁担钩子摩擦水桶梁声和路边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响声
交相应和，节奏分明。斑驳的光影里，行走着健步如飞、虎
虎生生的男子汉。“牛把式”赤姓大伯蹲在田埂上小憩，嘴里
噙着一根长杆旱烟袋，吧嗒吧嗒自如地吐着烟雾，眯缝着眼
睛看着身旁站立的匀和反刍的老黄牛，悠然自得，神态自
若。村里人称“老笨”的羊倌，哼着自拉自唱的宛梆，或自编
的小曲儿，赶着山羊绵羊混合、黑色白色相间的羊群，甩着
鞭鞘从大路上经过，羊蹄的“踏踏踏”声和羊“咩咩咩”的叫

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幅田园牧歌的大写意。
春雨贵似油。总盼着春风能有春雨携手相随。清晨

起床，习惯性地抬头仰脸望一望无垠的天空。咦!竟有雨
星爽朗朗地落在脸上和脖子里，痒酥酥的，滑到嘴里，甜丝
丝的。兴冲冲跑到院子当中，一头扑在朦朦胧胧的细雨
里，享受这姗姗来迟的细雨的润泽，沐浴春雨神圣的洗礼，
感觉春天那年轻的心跳。继而再跑出院子，邀上三五个伙
伴，不撑伞不戴笠不披蓑衣，用欢笑声迎接知时节的春雨
悄然而至。这春雨，淅淅沥沥，滴滴答答，沙沙喃喃，缠缠
绵绵，如烟，如雾，如梦，如芒，赛星儿，赛芽儿，赛茸儿，像
梳子，像篦子，像细线，丝丝缕缕，无声无息，飘飘洒洒。在
春雨朗润中，时而张望畅想，时而奔跑若狂，我们变得很憨
很呆，很痴很迷，又无拘无束，肆无忌惮，兴奋异常。那泥
土的微腥味，小草的清香味，牛羊的粪味，房屋上散发出的
黄背草味，厨房里飘出的炊烟味，相互交织混合在一起，闻
一闻就觉得特别坦然和舒畅。这，是村庄里固有的浓郁的
味道吗？

雨过天晴。夕阳的余晖将远山近畴和村庄涂抹得金
闪闪黄灿灿。村里的四个池塘和萦纡村庄寨河沟里的流
水，以及村东潺潺流淌的梅溪河水，也仿佛有金波金光在
荡漾，盛满了辉煌。院落里厨房顶上烟囱里的袅袅炊烟次
第升了起来，香喷喷的晚饭味道直往鼻孔里钻，诱惑我的
味蕾。这时，大人呼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妇女们唤鸡
鸭进圈的声音，高一声低一声，回响在泛着湿气的村庄上
空。木门的转柱与石门墩凹槽接触的吱扭吱扭声，是一首
经年不衰的老歌。煤油灯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饭边
憧憬夏季的收成，滋滋润润，和和睦睦，其乐无穷。

夜晚，当那轮圆月从南北而卧的独山北头的豁口处慢
慢升起来时，皎洁的月光碎银似的，洒遍村庄的旮旮旯
旯。洒在院中的鸡舍、猪圈、梨树、翠竹上，洒在晾晒衣物
的铁丝上，洒在村北寨外晒场里的石磙、麦秸垛上，洒在村
西池塘边水井上方那架古老辘轳上，还有栖息在水坑边的
鸭、鹅的身上……这些，无不在纯净月光的抚爱下，醉染着
村庄里的春天特有的诗情画意哲思哲理。一切有生命的
物体，都枕着夜色的美好和柔润润的雾气，沉酣到宁静安
谧祥和的梦乡里去了。

故乡的地势起起伏伏，岗岗洼洼，但自从先辈从山西
洪洞大槐树下迁徙过来后，一代代在这里耕耘纺织，繁衍
生息。高粱、玉米、小麦、豆子、花生、芝麻、红薯等五谷杂
粮，种植什么土地就让你收获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故乡岁月静好。

春暖花开季节，刚一扑进故乡的怀抱，那和善的乡音，
熟悉的气息，亲切的笑容，都相契相约朝我涌来，把我带回
到那原始而自然，质朴而素雅的景色中去。3

见证

□侯群华

一

豫南邓州刁河村，因刁河穿过村
庄而得名。河水清纯甘甜，蜿蜒东流，
滋润着祖祖辈辈生活的那片沃土。

驻村第一书记李怀琛站在这片沃
土上，放眼望去，只见文化广场上，新
组建的舞蹈队队员们在翩跹起舞；党
员活动室有人在潜心学习新党章；民
俗文化室、电脑室、阅览室里不少人在
网上冲浪或博览群书；健身场馆里，有
人擦着汗在运动健身；新修的柏油路
乌黑发亮，高耸的路灯一字排开;村南
的一洼太阳能光伏发电板蔚为壮观。

还远不止这些，他能如数家珍地
说出村里一年多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成立了养羊专业合作社、餐饮行业
协会，打造了特色餐饮产业，引进了中
药材育苗企业和果酒加工企业，危房改
造、“七改一增”、教育帮扶、健康扶贫等
活动，先后为村里组建了寺管会、红白
理事会……

看到这一个个喜人的场景，他感
慨万千，这是一年来驻村工作队和“两
委”班子没日没夜地辛勤付出，加上先
后协调 160 多万元的各类建设资金，
才结出的累累硕果啊！

二

那是 2018年 11月 8日，他想起一
年前的此时，一大早，他就出发，赶往扶
贫村。他虽然怀揣着那颗对农村父老
念念不忘的初心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但还是感到忐忑不安。村里的情况怎
样？班子团结不团结？一连串的问号
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与此同时，妻子无
奈的叹息声，刚上幼儿园的大儿子不舍
央求声，八个月大的二儿子的哭声，和
着这些思绪，让他的心情五味杂陈。

车子奔波了四个多小时才从郑州
赶到了刁河村，一下车，碰了一鼻子灰。

简短的见面会，相互还没来得及熟
悉就散会了。准备去乡政府食堂吃午
饭，临走时，他主动喊着村支书一起去。
面无表情的村支书朝他甩了句：“咱级别
不够啊！”说完扭头去村部办公室了。

这个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还没烧起
来就被泼了一瓢冷水。李怀琛回想自
己走过的路：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自己对农村、农业有着深厚的感情。
也没少受国家的帮扶和培养，上大学
那年县里还资助 500 元的路费；大学
期间，他作为贫困生，学校给他安排了
勤工俭学岗位，批给他助学贷款；他还
光荣地入了党。

到省某监管部门工作后，他不忘
回馈社会报党恩，踊跃报名当爱心志
愿者，积极与贫困户结对帮扶，每次都
感受到贫困村民的期盼心声，这让他久
久不能平静。他与妻子沟通想法：我想
帮助农民兄弟姐妹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遵从内心，想去就去吧，我就是拦
也拦不住啊。”妻子既支持又无奈地说。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党中央发
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作出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
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

当时，他热血沸腾：我要到贫困地
区去，帮助他们解决贫困！这掷地有
声的愿望最终变成了一份向党组织递
交的郑重申请书。

想到这些，他释然了，这点小挫折
算个啥嘛！

午饭后，为李怀琛送行的领导们
都回去了，他和工作队员留在了村里。

既来之则安之。李怀琛把行李放
下收拾铺盖，把随身带来的两本书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和《摆脱贫
困》放在床头。

案头摆放着一份刁河村的现状：
全村耕地 2500 亩，人口近 4000 人，
40%是回民；贫困户52户 146人，分散
在5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

怎么办？从哪儿下手？
他想起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的

一句古语：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
道在于察其疾苦。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走，先到
村里转一转。

刁河下雪了，雪花在寒风中漫天
飞舞，冻得人们伸不出手。

走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来到一
户贫困户，家里的房是土坯做的，上面
是小青瓦，房顶已经四处“走光”，常年

受雨水的淋侵，摇摇欲坠。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住在用

篱笆围成的羊圈边，四边用树枝支撑
着用化肥袋与废弃宣传标语布缝制在
一起的顶棚，盖着一床看不出颜色的
粗布薄棉被。

“大爷，咋住这儿啊？”
“怕羊丢，住一块儿放心。”
他越走访心里越沉重。刻不容

缓，顾不了恶劣天气，他立马带领队员
进了城，置办保温、取暖设施，解决燃
眉之急。

廉不言贫，勤不言苦。等采购完
取暖物品，回村的路已经被大雪覆盖，
车不听使唤，碾轧上去直打滑，一看表
已经晚上八点了。

队员们饥肠辘辘，提议：“书记，先
扒口饭吃？”

“送完东西再吃吧，咱们要赶在困
难群众睡前把东西送到家里。”

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村
口，敲着一对儿 80多岁的失独老两口
的门，问：“老大爷，还没睡吧？”天冷，
老人已经围在被窝里了。咚咚的敲门
声，没有引起老人的注意，伴随着狗吠
声，老大爷拄着拐杖小心地打开了门，
看到他们站在门口，怀里抱着棉袄、棉
帽、棉手套、电热毯，一脸惊讶。李怀
琛说明来意后把物品放在床前，赶紧
为老人家把电热毯铺上。老太太蹒跚
地走到李怀琛跟前，紧紧攥住他冰凉
的手，感动得泣不成声：“感谢你们，感
谢党啊！”

隆冬时节，一双紧握的手让这个
初来乍到的“第一书记”感到如此温
暖，一句感恩的话让他觉得与群众之
间是如此亲近。

送完物品回到村里住所已经是深
夜十一点多了，外面大雪依然纷飞，他
蜷缩在冰冷的床上，脑海里播放着白
天经历的一幕幕，心里像揪着一样。

他再也睡不着了。翻看床头的书籍
和村里的各种统计表，一页一页地细细研
读。不知不觉，一缕曙光洒向了宿舍。

三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想
打响刁河扶贫翻身仗，第一书记就要
当好这个“火车头”。

春节上班第一天，他天不亮就上
了高速，直奔刁河。车刚停稳，就风尘
仆仆地给大家拜年去了。外面传来此
起彼伏的鞭炮声，年味正浓。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回村支
书孙光辉受感染了，他思忖着，人家大
过年的不与家人团聚，跑过来看望村
民，图个啥？看来这个第一书记下来
扶贫真的不是为了给自己捞点基层锻
炼的资历。支书破天荒地邀请他到家
里吃年饭。

刁河又下大雪了。气温骤降，村
部水管都被冻住了，李怀琛只好到村
民家里拎水喝。邻居见他提着水桶过
来，把刚刚用热水烫开的水管让他先
接，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李书记，今
天必须得在俺家吃个热乎饭哪!”

第二天，驻村书记做饭不便的消
息不胫而走。张大婶把热气腾腾的大
花卷送来了；马大娘把自家刚出锅的
包子送来了，嘱咐：“趁热吃啊！”

多么朴实的老百姓啊，李怀琛的
眼睛湿润了，能被群众当亲人，还有什
么比这更幸福？

他常说，在村里，扑下的是“身
子”，提升的却是在百姓心目中的“位
子”。能丢的是省里来的架子，不能丢
的是“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法宝。他与
村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乡亲们
打成一片。日久见人心，如今，愿意和
李怀琛拉家常的多了，不断有老乡邀
请去他家里吃饭，还有群众送来了感
谢信，真心欢迎他驻村帮扶。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
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李怀琛一边找
群众座谈，一边召开支部会分析研究民
情社情。一段时间的深入体察，让他意
识到，要想开展好驻村帮扶工作，只打
感情牌还远远不够，关键要提升党组织
凝聚服务群众的能力，推动刁河党组织
在重大任务中发挥作用。

为提高“两委”干部的能力水平，
他定期组织村党支部召开“三会一
课”，每个季度为村干部讲一次党课；
建立乡村人才档案、退伍人员档案、流
动党员联系微信群等，鼓励支持村干
部、党员带头创业致富，定期加强村干

部廉政警示教育学习，以党建高质量
保障脱贫攻坚高质量。

班子建设日见成效。“两委”班子
换届是最烫手最棘手的，他发扬民主，
充分发挥支部堡垒作用，选举换届顺
利进行；建党节前夕，支部被邓州市委
评为“四星级党支部”，搭档孙支书被
评为“五星级共产党员”；抓党务之余，
他笔耕不辍撰写体会文章，《1+1>2，
共当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还在省
委杂志上发表呢！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他请教
过专家，查阅了大量的网络、书刊资
料，他发现刁河的地理位置、气候环
境、土质条件都不错，适合发展绿色养
殖、种植。

没有产业的发展，就没有稳定的收
入，没有稳定的收入，就没有稳定的脱
贫。李怀琛一下子恍然大悟，在刁河，
抓特色产业不就是精准扶贫项目嘛！

对！就搞养羊、特色餐饮、种药
材，发展庭院经济，以大户带动散户，
小投入大产出，逐步扩大规模。

李怀琛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想法向
上级作了汇报。省局领导非常支持，专
程赶来村里调研，要求把养羊的每一个
环节了解清楚，特别在防疫、羊羔繁殖、
饲料供应、销售等环节做通做实。

有了上级的大力支持，投资 65万
元、占地 8亩的规范化羊场很快建成
了，内设有繁育、防疫、消毒、饲料等场
所。一期选择了6户贫困户，养殖规模
200只。

李怀琛粗略地给农户算了一笔
账，每户大概养 30多只，每年出栏两
次，可实现稳定收入2万元。

刘应龙是普通农户，家里养了 17
只羊，得知工作组要扶持村里建设养
殖合作社，动了心，他问李怀琛：“李书
记，不是贫困户能不能加入合作社？”

李怀琛信心满满地告诉他：“共同
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这个合作社的
大门朝全村敞开。下一步，我们还要与
大型企业签订品种羊羔繁育协议，与省
市畜牧局联系专业防疫，与大型餐饮单
位、商超签订养殖供应订单，相当于上
了三道保险，放心地加入吧，错不了！”

村上贫困户多年想办而未办或没
钱办的大事，一直困扰着李怀琛。为
从根本上解决大额开支，由李怀琛挑
头，村“两委”班子齐上阵，“化缘”过来
帮扶资金20多万元。

资金有的放矢。2万元用在了高
群耀家的房子翻新重建；2万元用在陶
光臣家的房子翻新重建；1万元用在了
张才立家的房顶现场浇筑；张彦斌家
的电路也改造完毕了，张新泽家大门
口的门头危险也解除了，孙本建也可
以安心外出打工了。78岁高龄的张青
云老人坐在崭新、舒适的藤椅上，饱含
深情地对帮扶人说：“赶上好时代啦，
日子越过越幸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决
定在扶志、扶智上下功夫。

两条省道在刁河村交会穿过，有地
理区域优势。李怀琛瞅准了这一“商机”，
他一家一家地了解路两边零零散散几
家自发形成小餐饮店的情况，得到的答
案是：设施简陋，餐饮安全得不到保障。

这不怕，自己正是食药监管行业
出身，进行综合整治提升轻车熟路。
经过他不厌其烦地给商户讲解《食品
安全法》《“三小”条例》，扭转了模糊认
识，趁着村里想方设法争取的整改经
费，很快把村里部分餐饮业进行提档
升级，打造刁河村特色餐饮一条街。
现在，来餐馆消费的人络绎不绝。

年关来临，上上下下来村里慰问
多了起来。李怀琛更忙，一连两三个
星期把回家的事抛在脑后，妻子打来
电话：“再不回来，孩子都快把你这个
爸爸啥模样忘了。”李怀琛自责地拍着
脑门：回、回，这就回去。

大雾，高速封了，只好走普通公
路。地面湿滑夹着薄冰，在一个弯道处
险些被大货车突然超车的惯性气流带
进路边的深坑里，李怀琛吓出一身冷
汗。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走走停停，开
了整整12个小时，到郑州天已蒙蒙亮。

念儿心切，鞋都没换径直跑到二
儿子床边，许多天没有见到爸爸的他，
一时想不起来爸爸是谁了。一双大眼
睛直勾勾地看着，足足有十来秒，身子
往奶奶怀里藏，儿子不认识爸爸了!

一刹那，李怀琛感觉自己亏欠家
人太多太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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