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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在平山县西柏坡，一个以“赶考永远在
路上”为主题的廉政教育馆，每天吸引着一
批又一批的人前来参观学习。

72 年前的 3 月 23 日，毛泽东和他的战
友们收拾行囊，离开了这个中国革命的最后
一个“农村指挥所”进京“赶考”，开始了建设
新中国的宏伟大业。

72年来，西柏坡见证着“新中国从这里
走来”，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
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72年来，西
柏坡广大干部群众从“两个务必”的见证者
到践行者，用扎扎实实的行动，为西柏坡精
神写下生动鲜活的注脚。

平山县西柏坡镇西柏坡村76岁的老党
员闫青海是西柏坡精神的忠诚传播者，数不
清跟多少人讲过西柏坡的革命故事。在闫青
海眼中，这是最有意义的事。

闫青海见证并参与了这片红色土地的蝶
变——闫青海不但经历了移民高岗旱岭修水
库，亲自带着村里的壮劳力外出“闯荡”，还开
了全村第一个“农家乐”、经营起第一艘观光
船，成为西柏坡村第一个“万元户”。

2013 年 7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西柏坡，同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
亲切座谈。闫青海作为老党员代表参加了座
谈，“总书记关心咱老区人的生活，惦记着西
柏坡旅游业的发展，还叮嘱党员干部要继续
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
异的答卷。”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闫青海和西柏坡
的党员们不断交出自己的答卷。近年来，依
托红色旅游，西柏坡村建成了省级美丽乡
村，全村86户、271人，九成以上的家庭从事
旅游服务相关工作。目前，村民人均年收入
超过了1万元。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
是铁，这力量是钢……”在平山县西柏坡镇
北庄村，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时常会在村子
里响起。

今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平山县
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回信时指出：“中
国共产党百年史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为美
好生活共同奋斗的历史，西柏坡的干部群众

对此体会更深。”
52岁的封全国是北庄村的党员致富带

头人。2011 年，在外打工的他回到村里，买
了一辆观光电瓶车，做起了旅游服务。如今，
封全国在西柏坡景区管理观光车队，自家的
一辆车每年有七八万元分红收入。

“车队由西柏坡镇16个村的64辆车组
成，这是我们团结奋斗的见证。”记者见到封
全国时，他正在自家院子里忙碌。“旅游越来
越火，2019年，我在原有房子预留的基础上
加盖了两层，现在 8 间客房装修得差不多
了，预计今年的旅游旺季就能接待游客。”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封红卷和驻村干部
们今年早早地就开始忙着谋划新计划：“村
里人多地少，但有西柏坡景区这个优势资
源，我们想把民宿建起来，发展乡村旅游，做
休闲采摘农业；再把扶贫车间建好，让妇女
们在家门口就业。”

这些天，村民史翠亭每次从村委会门口
路过，总能看到村干部忙碌的身影。史翠亭
说，一直以来，北庄村就特别团结，正是因为
团结，村子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
今，总书记给我们村回信了，大伙都特别激
动。”史翠亭说，有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勉
励，北庄村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大家伙
儿的日子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一切为了人民，就是我们出发的原点，
是我们的初心。72年的“赶考”答卷，最终体
现于民众“小日子”的温馨故事。

平山县西柏坡还是全国新农保政策开
始的地方。2012年8月，新农保政策在这里
正式启动。

西柏坡镇西柏坡村村民刘有山今年79
岁了，老伴儿闫朝书75岁。翻开刘有山老人
那本红色的存折，可以清晰地看到从2012年
8月正式实施新农保政策以来，刘有山老人
的养老金从最初的每个月55元提高到了如
今的115元。难怪老俩口满是幸福的笑容。

站在历史的交汇点深情回望：西柏坡人
告别土坯房，住进了新楼房；依托红色旅游，
人均年收入已过万元；破旧泥泞的村庄换了
新颜，变成人人羡慕的美丽乡村……

如今的西柏坡，幸福满满、生机勃勃。

“赶考”路上日子越过越红火
石家庄日报记者 王静

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
京“赶考”。时光荏苒，星火相传。72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赶考”的脚步。

回望“赶考”历程，正是这首从西柏坡
唱响的《团结就是力量》，激励中国人民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奋
斗，才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性飞跃。

走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赶考”依
然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十分伟大而又十分艰巨
的事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万
众一心，把一切力量都凝聚起来，把一切
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

嘱托殷殷，勉励切切。走好新时代“赶
考”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唱“团结就
是力量”，凝聚起磅礴的奋斗力量，勇于克
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同心开创
更加美好的未来！ （郭 卉）

传承团结基因 凝聚磅礴力量

西柏坡已成为红色旅游圣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群众在这里参观学习，带动
了当地的经济增长。石家庄日报首席记者 张震 摄

(上接5版)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谢尚军

的公司损失200多万元。这对公司来说，不
是个小数目。但他最关注的，是洞口县的疫
情，考虑着如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社会
作一点贡献。得知抗疫一线口罩紧缺，他赶
紧联系深圳的朋友，多方预订口罩。经过努
力，他订的1万个口罩到货，并第一时间将
这些口罩送到抗疫一线。收到口罩的居民连
连感叹：“身边有个好人，真好！”

面对疫情，谢尚军千方百计帮助种植

户。疫情好转，他积极组织员工复工复产，
保证中药材种植不误时节、稳产高产，确保
原贫困户的收入不受影响。今年，谢尚军被
推荐为“湖南十佳农民”。而此前他获得的两
项专利和一大摞荣誉，如“邵阳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让他
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新征程中有了奋进的底
气。他说：“从去年开始，我就已在布局，希
望我们县里逐步发展起来的中药材产业越来
越兴旺，让更多群众获利，过上更加幸福的
生活。”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王雨萧 于
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8日说，目前看，
随着前期压栏大猪逐渐被市场消化，加之国家
收储政策支撑，预计下半年生猪及猪肉价格以
稳中盘整为主。

高峰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说，稳定的猪肉价格既关系生猪生产，又
关系百姓生活。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防止

大起大落，避免“价高伤民”“价低伤农”。随着
前期压栏大猪逐渐被市场消化，加之国家收储
政策支撑，预计下半年生猪及猪肉价格以稳中
盘整为主。

高峰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做好猪
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在科学研判市场走势基
础上做好储备调节，及时开展猪肉收储、投放
等工作，加强信息发布，稳定市场预期。

商务部：预计下半年猪肉价格以稳中盘整为主

“现在已经是漂流旺季，每天来游玩的游客
络绎不绝！”说话者胡加兴，既是荷花山漂流的创
办者，也是余村的一名兼职讲解员，党史学习教
育掀起热潮，他每天都要向各地前来学习的党员
讲述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故事。

众所周知，余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诞生地。从2005年至今，“两山”理念
犹如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余村绿色发展的奋
进之路。

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大
背景下，余村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
华丽转型。过去，全村80%的村民都从事着矿石
水泥行业。而如今，从事旅游休闲产业的农户有
40多户，从业人员300多人，2020年接待游客近
百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05年的91万元
增加到2020年的724万元。2020年，村民人均收
入达到5.6万元。

一间会议室见证“两山”理念的诞生

余村不大，280余户1000多口人，村子三面环
山。沿着村主干道一直往里走，过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石碑，便能见到文化礼堂，一侧就
是老村委会办公楼。“老村委办公楼里还保留着支
部书记办公室和会议室。”该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
说，这间会议室就是“两山”理念的诞生地。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风生水起，
余村也开始挖矿山、建石灰窑、办水泥厂，走上
靠山吃山的发展之路。靠着山中大片优质的石
灰岩，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300多万元，成为名
副其实的安吉“首富村”。

但是，这是余村人付出环境甚至生命的代
价才换来。面对环境和安全压力，2003年，安吉
县提出“生态立县”战略，倒逼余村“壮士断腕”，
陆续关掉矿山、水泥厂、石灰窑，村集体经济出
现“断崖式”下跌。

就在余村人彷徨时，2005 年 8 月 15 日，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余村调研考察，
在村委的会议室里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当听
到余村关停矿山的做法后，当即肯定道：“你们
下定决心关掉矿山，是高明之举。”他认为生态
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两山’理念的提出，让余村人心里豁然开
朗。”余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此后，在村党支
部的带领下，余村人做好山水文章，对土地、矿
山、竹林等集体资产和流转到村集体的毛竹山
林、农田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开办荷花山
漂流、田园采摘农庄、农家乐和民宿，建起了“年
年有余”研学中心、矿山遗址公园、电商产业园
等文旅项目，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如今，村委会议室保留着习近平总书记当年
开座谈会时的场景。“走到这里，就回想起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
哪一届村委班子，都要坚定不移沿着‘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条路走下去。”汪玉成说。

一座石碑见证“两山”理念的实践

走进余村，刻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大石碑映入眼帘，与四周层叠的田园风光相
映生辉。它见证了余村这16年来对“两山”理念
的探索实践。

水泥厂旧址复垦后变身为五彩田园，构成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村里流转
的500多亩土地变成了向日葵园和荷花藕塘，
四季皆有景；曾经运输矿石的山路如今成了绿
道，游客们坐上观光电瓶车，徜徉在绿水青山
间，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16年来，余村的水又绿了，山又青了，村民
的钱袋子也鼓了。党员胡青宇就是一名创客，
2017年他花了200多万元，建新房办民宿，取名

“青舍九间”，成为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乡村民宿。
“村里打造小型民宿聚集区，抱团经营，模式更
健康，赚钱更轻松，现在年收入三四十万元，获
得感也更强了。”胡青宇说。

大石碑下，像胡青宇这样的生态创客还有
很多。正是因为他们的敢想敢干，才有了余村如
今繁荣富裕。汪玉成说，这些年来，该村先后获
得了全国文明村、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等多项荣誉。

2020 年 3 月 30 日，时隔 15 年后，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来到余村。他说，余村现在取得的成
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
就要坚持走下去。

2020年7月，余村被列入浙江省首个乡村
版未来社区项目，让余村人更加坚定绿色发展
之路，围绕人本原乡、生态原乡、数字原乡三大
特色，通过数字赋能，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

余村的美丽蜕变，是“两山”理念的生动实
践，也是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共同富
裕的缩影。

“两山”理念指引奋进路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俞乐斌

村强、民富、景美、人和，这是余村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余村之变，既是“两山”理念的
科学指引，又是“两山”理念的生动实践。

“两山”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中国大地上彰显出巨大
的思想伟力和实践伟力。千万个余村在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努力修复生
态，用绿水青山敲开经济发展大门，走出了一
条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理明而信，信而笃行。奋进新征程，我们
要更加自觉地做“两山”理念忠实践行者，锲
而不舍、久久为功，守好一方碧绿、一片蔚蓝、
一份纯净，把绿水青山建设得更美，把金山银
山做得更大，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
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俞乐斌）

做“两山”理念忠实践行者

空 中 俯
瞰余村。
石红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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