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质农品销售受阻，打通交通运输等堵点；
孩子上下学交通不安全，开辟一条学生专用骑
行路；雨季村里低洼路段积水严重，百姓家里被
浸泡，建水池，装水泵，百姓出行无忧······蓟
州区别山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
新，按照区委关于“初心印蓟”活动部署，全面做
好“包村联户”工作，既“身入”群众、又“心入”群
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用真情聚民心，破解基层治理难点堵点，取得了
良好效果。

“红花峪桑葚”

卖上了好价钱

“红花峪桑葚”又大又甜，远近闻名。仲夏
时节，记者走进蓟州区别山镇西史各庄村千亩
桑葚园，却看不到一名村民，再朝树上细看，不
见一个桑葚。
“您来晚了，我们村的桑葚半个月之前就全

采摘完，卖出去了，没有一点儿剩余，大伙儿都
特别开心，安心地干别的活儿去了。”村党支部
委员朱旭笑着说。
位于蓟州城区东南10公里、于桥水库南岸

的红花峪山坳里产的桑葚是别山镇的特产。优
良的生态环境，使红花峪桑葚果实饱满，甜软清
香，酸甜适口，入口易化，汁水丰盈，已有500多
年的栽植历史，2014年被评为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朱旭介绍，“红花峪桑葚”是包括西史各庄

村等在内的多个村庄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如果不能及时销售，就会给村民们造成很大的
经济损失。今年5月中旬开始，桑葚进入成熟
采摘季，由于受疫情影响，往年采购客商们的车
辆受阻。为解决这个棘手难题，别山镇党委及
时开会研究，商讨对策，确定一个目标：绝不能
让桑葚烂在果园里，一定要把“初心印蓟”落实
在帮农助农实际行动上。
该镇积极与区交通、卫健等部门对接，在

确保疫情防控安全前提下，开辟绿色通道，为
客商们的运输车辆发放特别通行证，并免费为
采购商们做核酸检测采样，让香甜的桑葚及时
装车外运。
西史各庄村“一肩挑”孙红波介绍，为扩大

销售渠道，镇党委书记、镇长多次带领镇相关部
门党员干部来村具体指导。镇包村干部积极帮
助联系媒体扩大宣传，安排在桑葚园中进行直
播带货，进一步扩大了“红花峪桑葚”的知名度；
还指导村民们把桑葚进行冷藏加工，延长产业
链条，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与此同时，他们还先
后联系了果酒厂、饮料厂，探索桑葚深加工的增
收之路。
在村口，记者遇到一位姓林的村民，谈起销

售，他们赞叹说：“镇党委特别给力，包村干部特
别卖力，原来还以为今年卖不出去了，没想到的
是，党员干部们比我们还操心，帮助我们多渠道
搞好销售，桑葚不但全部卖出去了，还卖上了好
价钱，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村民朱艳君有

700多亩桑树，今年他家的桑葚不但全部销售一
空，还卖上了好价钱：批发价格每公斤10元，比去
年翻了一番。
别山镇政府镇长杨志国介绍，接下来，我们

要按照区、镇产业布局要求，加强果园内文化底
蕴建设，打造采摘精品园，多维度提升“红花峪桑
葚”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大力发展采摘加观光
的休闲体验农业，通过“桑葚+采摘体验”的运营
模式，使“红花峪桑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
新引擎。

低洼片区村民

不再担心雨水进屋了

“过去每逢集中性降雨，我们很多家就特别揪
心，因为地势低洼，雨水排不出去，不但出行受阻，
家里还被雨水倒灌，特别烦心。”蓟州区别山镇二
里店村村民陈红刚说，“今年下雨就不再担心了，
雨水顺利排出去，道路出行安全了，家里再也不被
雨水倒灌了，特别感谢镇村党员干部，是他们帮助
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别山镇组织委员闻强介绍，去年雨季，由于连

续集中性降雨，二里店村中部低洼地段积水严重，
接到村民反映后，镇村干部连夜抽调三台抽水泵

进行排水，连续抽了几天才排净。镇党委、政府一
直牵挂着这件事，决定今年绝不让村民们再受
淹。别山镇镇、村干部多次查看地形，商议排水对
策，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帮助村里兴建
了一个大蓄水池，专门存蓄周边雨水，然后安装一
台自动水泵，达到一定水位后，自动向外抽排，同时
安装了摄像头，村干部可以随时监控排水情况，解
决了积水问题，居住在附近的村民们特别高兴。
按照区委部署的“初心印蓟”活动要求，别山

镇党委明确班子成员每人包保1个片区，联系一个
村，确定10户群众作为联系走访户。科级及以下
党员干部每人包保一个村，确定20户群众作为联
系走访户。党员干部每周至少实地深入包保村走
访一次，每月至少实地联系走访户一次。要求广大
党员干部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走进二里店村党群服务中心，在一间大办公

室里，多名镇、村干部正在忙着制作二维码塑封卡
片。村党支部委员赵婷婷一边忙着，一边介绍说，
这些二维码塑封卡片是每位村民一个，核酸检测
采样登记个人信息时可做到快速、准确，效果很
好。之前村里开展核酸检测采样时，给村民们打
印的是纸质二维码，由于存放容易折叠，扫描时信
息登记不上去，特别误事。在包村干部的指导帮
助下，他们改成了彩色打印个人信息二维码，然后
进行塑封，制成携带方便的卡片，这样一来，存放
方便，登记快速，更加有利于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72岁的村民李云柱也来到了这里，当起了志
愿者。
老人高兴地说：“制作一个塑封二维码卡片，

看似简单，其实也很费时间和精力，镇、村党员干
部们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制作，体现了爱民之
心，我们村民都特别满意。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也
要出一份力，做一点奉献。”
二里店村核酸采样点位负责人、村第一书记

吴继良介绍，村中有20多名出行不便的老人，不能
到采样点参加核酸检测采样。镇、村党员干部合力
破解难题，在逐户上门了解具体情况后，第一时间
组成志愿者服务小组，协助医务人员入户为老人们
进行核酸采样。虽然大伙儿很辛苦，但做到了不漏
一人，还方便了困难老人，再辛苦也值得。

学生们

上下学骑行不用担心了

别山镇认真落实“初心印蓟”活动要求，党员
干部融入日常搞宣讲；走访服务对象换角色；沉入
网格解难题；入村走访助振兴；加上微信结亲戚；
重点关注送爱心；示范带头一帮一。党员干部主
动深入基层一线，了解实际情况，实打实地为群众
排忧解难。
蓟州区下里庄初级中学是一所农村学校，有

附近多个村的学生们需要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学校
和村庄之间。过去，由于公路路面窄，加之有很多
大货车通行，孩子们穿行其间，非常不安全，学校
老师和学生家长都特别担心。为改变这种情况，
别山镇党委、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给孩子们开辟
了一条新路，孩子们骑行变得安全了，家长和学校
老师都非常开心。
日前，记者来到别山镇下里庄初级中学进行

了探访。只见在紧贴校园西侧的墙边出现了一条
宽3米左右的道路，没有其他车辆通行。学校教
务处主任张佳介绍，这条路修建得特别好，孩子们
上下学专门在这条道路上骑行，再也没有其他车
辆，原来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特别感谢镇党
委、政府修建了这条路。
下里庄初级中学后勤处负责人马福来告诉记

者，过去没修这条路时，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学校
每天都安排老师和保安人员为孩子们引路“护
航”。尽管如此，老师们还是不放心，因为公路上
的大货车太多了。镇党委、政府及时修建的这条
学生骑行专用小路，体现了一颗爱民之心。
别山镇党员干部在进村入户走访过程中，不

同村的多位家长都反映此问题，在走访学校相关
负责人并查看学校周边路网后，镇党委、政府研究
决定，重修一条道路，让学生们远离危险。经过在
学校周边多次查访，最后发现在校园西外墙下开
辟一条小路，是最切实可行的方法。
马福来补充，西院外墙下原来种的都是杨树，

根本没有路。为了给孩子们建成这条路，镇党委、
政府安排包片领导、包村干部与村干部一起，多次
给相关农户做工作，说服了农户积极配合，腾出了
地面。紧接着，镇政府又安排施工人员平整路面，
拉来了碎石块铺在路面上，硬化路面，让学生们雨
雪天也可以照常骑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学生骑行小路另一侧

是一条水渠，在沟渠旁架设了一排绿色围网。别
山镇政府工作人员解释，雨季水渠里水很深，为了
防止孩子们掉进去，所以特别增设了这排围网。
下午放学时分，只见很多学生推着自行车出

校门，然后结伴骑行在这条道路上，有说有笑。8
年级学生李天宇高兴地说，他家在杨庄子村，过去
上下学在那条公路上骑行，看到那么多的大货车，
提心吊胆，特别害怕。现在建了这条道路后，特别
安全。“您看，道路一旁还给我们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有明亮的灯光照射，天黑也不怕了。”
别山镇党委书记郝宏宇表示：“群众生产生活

遇到的难题就是我们镇党委工作的重点，不管有多
难解决，我们都要迎难而上，俯下身子，倾尽全力为
百姓解难题。我们将继续践行初心使命，深入落实
‘初心印蓟’活动要求，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跟群
众‘结亲戚’，不断提升服务百姓的本领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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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来智能好帮手

牢牢守住“粮袋子”

本报记者 刘国栋

“初心印蓟”一心为民
蓟州区别山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破解基层治理难点堵点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 刘一村

摄影 王金一 李江

7月4日早晨8时不到，孙士岭就
已经拿着铁锹在玉米地里开始忙碌
了。“现在根系孱弱，容易倒伏。”他一
边说着，一边在地头开了个豁口，“得
赶快把地里积水排出去，才能保证玉
米顺利生长。”
肥沃平整的田地里，一排排绿油

油的玉米苗已经蹿出约20厘米高，长
势喜人。孙士岭高兴地说：“农时不等
人，要不是机械化抢收抢种，哪有这般
好光景。”
孙士岭是东丽区华明街道范庄股

份经济合作社的种粮大户，半个多月
前，依靠大型机械化作业，不到三天，
他的千亩良田不仅实现了麦收颗粒归
仓，玉米也播种完毕。孙士岭介绍，从
旋耕到播种，从植保到收割，农业生产
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
“既省时又省力，还减损。”他笑着

说，这要放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就拿
简单的打药来说，以前背个打药桶，一
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还不见效率，后
来用上了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效率上来
了，但就怕遇到下雨天，一下雨就没法
下地了。”现在，孙士岭摆脱了“看天下
地”的日子，用上了无人机，只要动动手
指，喷药精准无死角，千亩良田一天完
工，大大节约用水量和农药使用量。
机械升级换代速度快，不误农时

还省力。收割完小麦的第二天，孙士
岭就请来了播种玉米的好帮手——无
人驾驶玉米播种拖拉机。“虽然外表与
普通拖拉机无异，但加装了北斗系
统。”孙士岭说，用平常拖拉机播种，总
是七扭八歪不成行，有了高科技护航，
种子播得更均匀，禾苗都在一条直线
上，长势会更好，产量也自然会“水涨
船高”。
近年来，东丽区加大粮食生产扶

持力度，支持复垦撂荒地、开发农田边
角地块，加之秸秆还田奖励和粮食补
贴足额及时到位，提高了农民种粮积
极性，今年夏粮总产量逾520万公斤，
再次实现大丰收。“全区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达到6.29万亩，粮食播种面积比
上年增加 2000 亩，连续 5年实现增
长。其中，夏粮播种面积连续3年站
在1万亩台阶上，为夏粮的丰收打下
了基础。”东丽区农业农村委农机工作
负责人徐罡介绍，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全面提升农机装备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大幅提高农机耕播质量，也保障了
丰产丰收，“东丽区大田农作物耕、种、
收机械化率已超过98%。”

史沫特莱据此写了《日本在
满洲的铁拳》的报道，论述日本企
图占领东北的计划，然而她供职
的《法兰克福日报》却怀疑报道的
正确性，这篇报道直到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才得以发表。

在南京，史沫特莱刚开始听
到国民党人士开口闭口谈工会，以为
国民党是代表民族主义者利益的党。
然而她采访工会时发现，整个工会办
公室只有一个伏案打瞌睡的被叫来做
样子的人，他对工会会员数量、会费使
用情况等一问三不知。史沫特莱慢慢
了解到，所谓工会，不过是国民党用来
征收会费和镇压工人的工具。会费是
强迫工人缴纳的苛捐杂税，工会主席、
买办、工头等角色，则是用来监视工人
的，把心怀不满、持有异见的工人迫害
为共产党分子加以铲除。

1929年秋，应陈翰笙的邀请，史
沫特莱和他一起去往上海西边富庶的
无锡滨湖地区做调查。该地区地主制
度势力强大，一年前上千个农民曾联
合起来造大地主的反，最终却失败了，
四十多个农民被当地最有权势的朱姓
地主打死了。史沫特莱正是去那个朱
姓地主家里做客。这个朱姓地主是该
区的区长、国民党区委书记长、保安团
团长，也就是当地行政、立法、司法三
权独揽的土皇帝，是远近闻名的“杀害
共产党的刽子手”。

刚到村子时，一大队武装警卫前呼

后拥地保护他们一行，穿着破破烂烂的农
民在一边看着，静默无声。朱家大院像中
世纪封建领主的庄园，三面有碉堡式的围
墙，四处通电网，庄外挖有壕沟。而农民住
在又矮又湿的茅屋土房里，木板床上仅有
破烂的棉絮被头，屋中没有几件像样的家
具。朱家小少爷新婚燕尔，和新娘一起来
同史沫特莱说话。新郎是中央大学的学
生，能讲英文，新娘从师范学校毕业，这两
位是当时被认为能统治所谓“现代中国”
的有着封建背景的代表。只见新娘严肃又
谦恭地说，中国人要比外国人低一等，中
国的教育也实在落后。史沫特莱看着她美
丽的脸蛋，一时无话可说。

吃晚饭时，史沫特莱听到角落里有铁
镣响动的声音，后来通过私下问士兵才知
道是因为又关押进来两个农民。史沫特莱
于是偷偷去看望这两个农民。他们被关押
在黑暗的房间里，一个已到中年，面黑人
瘦，一个二十出头，面部浮肿。两人被上了
镣铐，躺在杂乱的稻草上，死死地盯着以为
和地主是一伙的史沫特莱，并不回答问题。
当晚睡在朱家客房的史沫特莱，彻夜难寐。

白天，史沫特莱到各个村子里调查，只
见一个老农拿着一捆稻子来到朱某兄弟的
面前，弯腰及地，哀求地主能行善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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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旗杆座落户到燕园。
这是老北大注入燕园的第一泓清
泉。如今，六十余年过去了，旗杆已经没
有了，旗杆座上的石刻题词也已漫漶，介
绍北大燕园景观的资料更是几无提及。
如果不是当事人在文章中再一次提起，
很多人都不知道北大历史上这难忘的一幕了。

由此，我们不由地又想起未名湖边
慈济寺山门东西两侧的石旗杆座，那是
燕大1934班赠给母校的礼物。这两座旗
杆和上述旗杆时代背景不尽相同，但两
校学子的拳拳之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家
国情怀和对母校的爱，都是炽热的。

北京大学是大时代的产儿。她从诞
生之日起，就与祖国同行，在时代的激流
中筚路蓝缕，勇猛前行，“虽斧钺加身毫无
顾忌”，有的北大人甚至付出了热血和生
命。这些先贤先烈的精神，是北大的血脉。

同样的，燕园曾经的主人——燕
京大学，也有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血
脉，也曾培育过祖国的栋梁之材。

北大从红楼来到燕园，应该让这
两股血脉在这里汇流、激荡、升华。

1993年5月4日，北大95周年校
庆之际，在苍松翠柏掩映的静园举行
了“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
揭幕仪式。纪念碑由中国雕
塑艺术研究所秦璞先生设计。
碑名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陈云题写，碑的阴面镌刻着
北大（含燕京大学和西南联
大）83位烈士的姓名。

该纪念碑有两个不平凡之处。其一，它
以独特的造型形象生动地彰显了作为北大
精神和传统根本的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
纪念碑位于原有的五棵松树之间，与周围
柏林、草地自然地融为一体。设计者采用了
象征的造型方法：整个形状像一个“心”字，
由五块不同大小的碑石组成；主碑4米高，
象征着“五四”精神。碑身呈斜面波浪形状，
象征着烈士们和北大师生前仆后继地前
进。碑石用粗纹肌理效果处理，以显示岁月
沧桑的痕迹。碑群四周以鹅卵石铺地，象征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开创革命之路、胜
利之路，激励后人踏着先烈的足迹勇往直
前。因此，这座纪念碑的建立，具有非常深
远的意义。其二，它以富有庄严仪式意义
的实体，实现了北大、燕大和西南联大革
命英烈的胜利“会师”和三校精神的深度
融合。纪念碑铭文首句就明示：从1919年
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
利，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英

勇献身的北大师生中“含西南联
合大学、燕京大学”。

黄文一《民族的脊梁 北大
的骄傲：“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
念碑”落成》一文，介绍了三校部
分革命先烈的事迹，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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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黎明

刘鹏 著

愤怒的反省人员挥着拳头对
着狱警喊起了口号。反省院院长躲
在办公室内，观察院子里的动静。他
看到反省人员义愤填膺，大有吞掉
狱警队长的意思，便坐不住了。他来
到院中，对着大家喊：“静一静，你们
听我说！”李彬和张月霞告诉大家先静下
来。院长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嗓子，拿腔作
调地对大家说：“学员们，你们不要冲动，
要冷静。思想上的冲动已经让你们违反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成了政治犯而
身陷囹圄，如果在反省院中再犯行为冲
动的错误，造成不良后果，是要对你们加
重处罚的。所以请大家冷静，一定要冷
静。”刚才和狱警队长面对面斗争的男士
大声说：“不是我们冲动，是狱警队长逼
得我们冲动！”院长显然在对狱警队长进
行袒护：“不能把你们的过错，强加在狱
警队长身上啊。你们空口无凭，说他差点
儿害死了反省的女学生，他能不着急吗？
人在着急的情况下，有些不恰当的举动
和过激的言辞，也是正常的嘛。你怎么
能说狱警队长逼得你们犯冲动呢？”

这时，丙班的一个男士说：“既然
你说我们空口无凭，是诬陷狱警队长，
那请把关押在禁闭室中的女学生放出
来，让她和狱警队长当面对证。如果是
我们诬陷了狱警队长，我们甘愿接受
处罚，但若是狱警队长对女学生做了
坏事，那他就是执法犯法，应该受到法
律的严惩。”丙班男士将了反省院院长
一军，反省院院长眼珠子转了几转，突

然奸诈地一笑，假装和蔼地说：“大家都先
安静下来，你们说的事情，待我调查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一个交代。我再跟大家说
件事情，国民政府为了掌握反省院对犯
人，尤其是对你们政治犯的训育结果，司
法行政部和中央党部，明日要派视察小
组到这里来视察，请大家一定要配合我
们，遵照院中的安排，好好劳动，认真上
课，遵守院规院纪，有谁在这个时候闹事，
破坏规矩，故意给我们脸上抹黑，事后我
们一定会找他算账！”院长说完，不再给大
家说话的机会，宣布队伍解散，告诉早饭
后继续到院中集合，分配劳动任务。

早饭后，狱警队长让乙班和丙班反
省人员中的男女，分别排好队，宣布男的
继续去稻田拔草，女的另行分配劳动任
务。男反省人员在狱警的看押下，走向昨
天劳动的稻田，女反省人员则被带往另
一个院落。这个院落是反省院的缝纫厂，
专门给国民党部队加工服装。李彬、张月
霞和乙班、丙班的五六十位女反省人员，
被带到院子里时，那里已经站了好多人，
反省院一个副院长给大家训话。他告诉
大家，从今天起，半个月内，反省院各班
次的女反省人员，主要任务就是给国民
党军发放的衬衣上缝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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