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近年来，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村庄“颜值”悄然改
变，村居环境整洁了、村民生活条件改善了、乡村
产业发展壮大起来……与此同时，沁着泥土芬芳
的乡村传统文化也在发展中传承与复兴，焕发出
了新的活力。文化新风拂润新农村，为村庄发展
提供着澎湃动力。

地处北辰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核心区
域的大张庄镇，示范镇建设如火如荼。镇域内
31个村中已有27个村完成拆迁，13个村完成还
迁入住，1.3 万村民告别平房、搬进了高层社
区。学校、卫生服务中心、商业中心等陆续投入
使用，公交线路覆盖整个还迁区。满足了衣食
住行，村民的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书画院、太
极队、广场舞大赛……如今的大张庄镇楼房林
立、欣欣向荣，展现了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的新
风貌。

补齐设施短板
让群众乐享生活

烈日炎炎、酷暑难耐，大张庄镇文体中心
里凉爽、舒适的环境成为了人们夏日休闲的
好去处。老年人在书画室挥毫泼墨，放暑假
的高中生在阅览室读书自习，曲艺爱好者在
专业的舞蹈室吹拉弹唱，为即将开始的演出
加紧排练……
“今天是凤凰艺术团在排练，来了 20多位

成员。一唱就是一上午，您听这精气神儿，不
输专业的！我们镇里 9 个文化体育团体，都
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天天不重样儿，可热闹
了！”走进大张庄镇文体中心，节奏明快的锣
鼓点儿应声入耳。大张庄镇文化站站长桑
孟莹拿起一份“团队排练活动时间表”，向记
者介绍起来。

喜凤京剧艺术团、凤凰艺术团、如意艺术
团、夕阳红艺术团……这些由村民根据各自
爱好自发组建的艺术团，不仅表演形式和风
格各不相同，还都取了各具特色、寓意美好的
名字。
“过去，我们组织活动就在户外找个空场

地。不仅受天气限制，还容易影响到别人。自从
有了这个文体中心，我们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和
排练时间。舞蹈室环境好，木地板、大镜子、隔音
效果也不错，还冬暖夏凉。我们在这儿舞得开
心、唱得痛快！”一大早就来排练的如意艺术团成
员李树荣热情地对记者说。

连日来，团员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排练新舞
蹈，为参加镇里的文艺演出做准备。说起这几年
的变化，成员们纷纷表示，不仅环境好了、生活富
裕了，文化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大家老所有养、老
有所乐，有了更多幸福感和满足感。

近年来，大张庄镇加快补齐文化体育设
施建设短板，新建、改造提升文体设施，注重
盘活资源、调整置换、综合利用，打造基层文化
体育活动“新地标”，让文体惠民点亮百姓多彩
生活。

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三层楼高的大张庄镇
文体中心，设有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体育健身
室等多种活动场所，可以全天候免费供镇域内各
文化团队和村民使用。

2020年建成开放的大张庄镇栖凤体育文化
公园，是北辰区20项民心工程之一。这座占地面
积约30000平方米、体育场地占地面积6000平方
米的体育文化公园，不仅有个美丽的名字，还有
着独特的设计造型。整个公园以“凤凰”为设计
原型，自北向南规划了健身广场舞台、儿童游乐
区和散步休闲区以及篮球、笼式足球、羽毛球、乒
乓球等各种球类活动封闭场地，环湖设置了智能
健身步道。在智能健身步道上，有人通过手机
APP扫码便能实时监测自己的运动情况、步数、消
耗能量。如今，这里不仅是深受健身达人和周边
群众喜爱的现代化健身休闲场所，也是全镇开展
常态化志愿服务、全民健身等各类大型活动的主
要场地。

文明实践树新风
服务群众“零距离”

做女红、学剪纸、捏面人儿……近日，大张庄
镇“非遗大讲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正式“开
讲”。来自市、区的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为村民讲
解女红手工包制作、福字剪纸、面人儿制作、布艺贴
花四项课程。在首期开设的女红课上，北辰区非遗
传承人吴宗英娓娓道来，指导学员们“一针一线”体
验传统女红技艺。为了让参与的人学有所获，工作
人员专门制作了“学员证”，完成全部课程签到后为
每名学员颁发结业证书，鼓励大家坚持学习。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设在镇文体中心内，由镇
党委书记担任所长，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镇里还

依托17个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
各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进行场所功能整合，覆盖全
镇31个村，由各村党组织书记任站长，配备2名专职
工作人员。

丰富的主题活动是大张庄镇文明实践工作的一个
缩影。通过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大张庄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经常性地开展宣传文化、党员教育、市民教
育、科学普及、普法教育等活动，将群众所急、所需、所盼
与志愿服务项目有效衔接，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实践惠及每一个人。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通过提供精准化、常态化的
志愿服务，引导志愿者投身到疫情防控、扶贫助
困等领域，向群众传递党的温暖、社会的温情。

大张庄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群众需求，全镇党
员干部主动参与服务，广泛征集百姓诉求，围绕10
项民生实事，建立了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工作台
账，形成项目服务清单，一系列办事服务的经验举措
被逐步推广。低保户、独居老人是志愿服务帮扶的
重点群体。大张庄镇依托智能化网格管理中心，构
建数字化乡村“一张图”，实现多源数据共享，为全镇
3400余名低保户、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建立了实时
动态智慧电子档案，发放“连心卡”，匹配专属的网格
志愿团队提供上门服务。

目前，全镇共有39名专职网格员、285名职能网
格员、1162名兼职网格员、2465名“北辰百姓”平安志
愿者网格辅助力量。他们随时关注困难人群生活动
态，定期入户、定期走访，成为了群众的“贴身管家”。

文体之花遍地开
激发乡村正能量

62 岁的高文亮是大张庄镇小有名气的农民
画家。2018年，镇里开办农民画培训班。高文亮
毛遂自荐开班授课。几年来，跟随他学画的学员
从最初的两三人增加到了20多人，大家用手中笔
画身边事，展现着家乡变化的点点滴滴。
“每天早上公园、湖边有好多人晨练，抖空竹、舞

龙、跳健身操，都特别精神。我就站在旁边画，画身
边的生活，越画心里越高兴！”吕家庆跟着高文亮学
画多年，他的画乡亲们看了觉得生动，称赞不已。
“致富能手”刘玉梅喜欢画设施农业，通过作

品展现富裕起来的小康生活。“我画的是收玉米
的场景，有了先进的设备，玉米从地里打下来直
接装进机器，那边就出来了玉米粒儿。你看，多
生动的画面，反映的就是我们新农村的生活。”
“这些年随着城镇化建设，身边的变化真是越来

越多，好的素材画都画不完。新学校、新医院、新产
业，我们想把这些都画进作品里，描绘出我们眼中的
美丽乡村。”高文亮说。

植根于乡土，展现乡情风貌的乡村艺术团体，让
村民成为了文化生活的主角。这些接地气、聚人气
的乡村艺术团，也发挥着星火燎原的作用，吸引了更
多村民参与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
“别看我们队员平均年龄超过50岁，但干劲和

热情绝对不输年轻人。社区防疫有我们、义务宣传
有我们。弘扬正能量，老年人更要出一份力。”永
定河畔，身穿“红马甲”的大张庄镇喜凤花园太极
队队长曹凤喜卖力地清理着河滩上的垃圾。

曹凤喜带领的这支太极队，不仅在市、区多项比
赛中屡屡获奖，还是大张庄镇众多志愿服务队中的
“生力军”。作为老党员，曹凤喜退休后发挥特长，
组建了太极队和志愿服务队，号召乡亲们积极参
与全民健身和志愿服务活动。如今，曹凤喜带领
的志愿者队伍已经壮大到了100多人。他们走进
学校、企业、社区，为500余人次义务培训太极拳。

疫情防控期间，曹凤喜带领队员们在社区站岗
执勤，宣传居家健身知识，义务为还迁区内的200余
套健身器械清洗消毒，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正能量。

近年来，大张庄镇深入挖掘本地文化资源，先
后建立了全民健身、农民画培训、吉他培训、如意艺
术团等特色文化团队，通过参与志愿服务、免费辅
导、义务演出等形式，让村民在多姿多彩、喜闻乐见
的文化活动中获得精神滋养、增强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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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高温

抢修路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仲夏 梁慨

北辰区大张庄镇以文化建设为引领为乡村振兴供给精神力量

焕发文化活力 点亮多彩生活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王音

把滚烫的沥青碎石摊平、
碾轧、压实……7月以来，在
武清区大东路施工现场，来
自武清区交通局雍阳集团的
工人们顶烈日、冒高温，加快
道路翻修进度，尽快把这条
贯彻武清区东西方向的“大
动脉”维修好，帮助附近村民
增收致富。

项目负责人张俊介绍，大
东公路位于武清区中北部，
是该区东西向与河北省廊坊
市联通的一条重要交通通
道。本次大东路维修段落全
长20.8公里，共涉及碱厂、曹
子里、南蔡村、泗村店、东马
圈五个镇街，总投资 8262 万
元。施工内容包括：对道路
基层、面层进行铣刨摊铺，完
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增加
道路行车舒适度及安全系
数。由于工期比较紧张，他
们组织施工人员战高温，加
快修建富民路。

为了确保施工人员身体健
康，项目施工方科学组织施工，
避开中午高温时段，然后把施
工时间向早晨和傍晚两头拉
伸，确保了每天施工时间达到
8小时。另外，项目部还给一
线施工人员准备了防暑降温饮
品，有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
以确保防暑和施工双到位。项
目部还在现场架设了雾炮水
车，喷射水雾，降尘并给炎热的
施工现场降温……

虽然施工避开了中午高
温时刻，但因为天气异常炎
热，其他作业时间依然很热，
施工人员的衣服都被汗水浸
透，皮肤已被晒得黝黑，但他
们却毫无怨言。在现场，记者
看到，各个工种施工人员都配
合默契，每道工序衔接得非常
顺畅，大伙儿齐心协力，全力
推进施工进度，力争年底前完
成施工任务。

武清区交通局工程管理
科科长刘文军介绍，由于大东
路建成时间较长，加之行驶
车辆很多，路面等破损较多，
影响了附近村民们出行，急
需进行道路翻修，方便村民
们生产生活。本次维修分为
两段进行，分别为克黄线—
宝武线、京滨线—京岚线，涉
及压实路基、平整路面、修建
排水系统等。该路维修任务
完成后，将极大改善行车舒
适度，进一步完善公路安全
防护等级，提升区域通行环
境，方便周边镇街企业生产
和村民便捷出行，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他做事有一种永远乐观的
精神，在一般同工中种下深刻的
影响。他痛恨日本对于中国的侵
略，他不计报酬，不辞艰苦，愿为
中国这个新兴事业——工合运动
服务。”白河在文章中写道。

1941年春，何克被委派去陕西
凤县双石铺重建培黎学校。1937年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工业遭到严重
破坏，1938年9月，中国工合运动创始
人艾黎在凤县双石铺组建了钨铁社、机
器社、造纸社和耐火砖社等23个工业生
产合作社，主要从事机器、采木、采矿、
制革、造鞋等 14 个项目，大量生产军
需、民用物品，为抗战提供了坚强的物
质保障。与此同时，艾黎还建立了培黎
工艺学校，需要一位校长来进行管理，
此时，他想到了那位踏实肯干的牛津小
伙子，于是他找到了何克。由于条件艰
苦，报酬不高，学校前前后后换了八位
校长。何克成为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
的第九位校长，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刚开始，学生们对何克这个蓝眼
睛的外国校长敬而远之，只要何克做
的事不能被他们所理解，他们便称之
为“洋主意”或“洋道道”。但随着何克
和学生们交往的深入，学生们也开始
渐渐接受这个“洋老师”，并渐渐把何
克当成他们可以信赖的大朋友。

双石铺学校是一所特别的学校，这里的
大部分学生都来自穷苦的农民家庭，还有不
少学生是难民，部分学生是工人家庭的子弟。

学校里约有160名难民学生，他们大约
14岁至17岁，何克认为这些来自最穷苦家庭
的学生最能吃苦，也最有可能成为当时中国
社会急需的工人。他负责学校的大事小事，
为学校的日常教学、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
毕业后的就业、学生的劳动与纪律、学生的
品德等各方面呕心沥血，夙夜操劳。他用以
身作则、树立榜样代替体罚，给学生以引导
和教育，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和学习。他在工
作中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自主意识，
比起“传技”，更注重“育人”。何克在格兰德
中学的教育经历给予他很大启发，他模仿
这种教育体制，在学生中设立学生自治委
员会，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在双石铺学校，每天早晨，何克都要
带领学生们做早操，夏天还会去小河里
游泳。为了解决物资匮乏问题，何克带
领学生们过上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生活：他们在窑洞外面种上白菜、番茄、红
辣椒等蔬菜，没有牙膏，就用盐刷牙，自己
动手缝衣服，利用水力带动毛纺织机给
孩子们做毛衣。他又当老师又当“爸爸”，
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他极力
培育学生们讲卫生的习惯，每天带领学
生们到河边洗脸，让学生们每人使用各
自的生活用品，与虱子作斗争。

58双石铺学校的“洋老师”

第二天龚丽正尚未起来，法源寺
外已来了几台绿呢官轿，原来是浙籍
在京官员请他去浙江会馆赴宴。丽
正慌忙穿上新制朝服，随他们去了。
一连三天，酬酢迎送，弄得他焦头烂
额。到第五天，朝命传下，龚丽正授
内阁中书。他实在受不了官场这种繁文缛
节，匆忙离京南归，回杭州去了。

丽正进士及第的消息早已传到杭
州，那番热闹又远远超过去年秋闱报捷
之时。多亏守正在家，帮着匏伯先生应
酬，总算应付过去。丽正到家已是五月
端阳。他先到桂隐山房给父亲请安，又
到绿华吟榭看望妻子和阿珍。孩子已
经五岁，聪慧可爱，只是身体瘦弱。午
饭时，吃着粽子，他向全家人讲述了路
上经过，特别提到拦黄坝夜逢杨湛卢的
事。匏伯公听了叹息一声说道：“人生
在世譬如一片落叶，沉浮荣辱往往自己
做不得主啊。杨湛卢本是有用之才，却
被埋没了。那年他来杭州，我把他安排
到黄叶观。后来他不辞而别，不知去
向。他走后不久，苏州盐运道一个姓郎
的道台被杀，传说凶手是个道人。这郎
道台正是江苏镇江人，我想定是湛卢所
为。他为了报父兄之仇，毁容改面，掷
笔学剑，其志可嘉。他当年不
辞而别，和你相逢又不肯相
认，是怕连累我们啊！”

过了端阳，丽正告别父亲，
带着妻子段训和儿子阿珍赴京
上任，六月到京，在仁匠胡同休

邑会馆对面赁一四合小院住下，然后到内阁
报到就职，他的仕宦生涯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内阁在紫禁城内，东华门附近，原本
是协助皇帝参与决定重要政务的机构。
雍正以后，设立了军机处，军政大事逐步
为军机处包揽，内阁于是成为有名无实，
类似抄录、保存档案的事务机关。清朝
建立之后，沿袭明朝的编制旧例，内阁设
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等长官和若干属
员。“内阁中书”，又叫“中书舍人”，是内
阁中的六品文官。原来内阁学士每天必
来内阁视事，主要任务是阅读来自全国
各地的奏章，名曰“读本”。这些奏章是
由内廷经皇帝御览后转来的。有些来自
各部院，叫做“部本”；有些是各地督抚、文
武大臣、地方官员上奏的，称作“通本”。

通常，全国十八个行省数千府道州县
官员，每天都有奏章到京：有报丰歉的；有
报祥瑞的；有报狱讼的；有报军事的；有报
民情的；有弹劾的；有保举的。真是名目

繁多，举不胜举。如果遇到天灾
人祸、重大事变，羽檄如雪，一日
数报，章奏交上，大学士们纵使彻
夜不眠，通宵达旦，也应接不暇。
为了便于阅读、处理，就必须由内
阁中书先替他们分门别类。

18 到内阁报到就职 18 会不会有两个母亲

听了妈妈的话，外祖母连连点
头说我知道你高兴。惠生给外祖
母和妈妈的酒盅斟满酒，双手抱拳
行礼说：“今生今世我要像亲儿子
那样孝敬老姨！”妈妈表情严肃起
来：“惠生，不要这么隆重感恩，你
这样反而给我造成心理负担。”惠
生连连眨动小眼睛，说了声“先干为
敬”，端起酒盅就干了。外祖母小声提
示说：“你随你爹没酒量，这玫瑰露酒醉
人呢！”妈妈和声细语告诉惠生：“人逢
喜事须尽欢。今天你就敞开喝吧。以
后有事情写信不要邮到农场，你就寄到
家里来吧。”外祖母突然放声说：“吃菜、
吃菜！我还有瓶糖水橘子没打开呢。”

她老人家又在干扰别人说话。我
爸我妈都离婚了，外祖母还要遮掩什
么呢？可能还是从前的那些事情。这
个夜晚，惠生喝醉了，果然像外祖母所
说，惠生随他爹没有酒量。我建议我
去刘乙己家里借宿，让表哥睡家里。
惠生却坚决反对，说他打呼噜会搅得全
家睡不好。外祖母几经犹豫，终于同意
让我送表哥到刘乙己家去借宿。没有
想到，惠生酒后跟刘乙己彻夜长谈，那
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显露出几分底色。

我17岁那年，天气转暖，有小道消
息说，应届初中毕业生去河北省农村
插队落户，这路程比内蒙古近多了。
我打电话向父亲报告，正巧他在办公
室，听说了我的情况，父亲主动约了时
间和地点，说请我去宏叶食堂吃饭。

我已然长成小伙子了。母亲的情况也
有变化，南郊农场取消公休日，开展备战备
荒大会战，即便周末也不许回家，妈妈每天
还要写思想汇报。我即将离开城市去农村广
阔天地炼红心，心里有些想念母亲，张口找师
傅借了飞鸽牌自行车，起早赶往南郊农场。

我内心敬重母亲。她给惠生表哥出具身
世证明材料，自愿暴露旧社会生活经历。经
过两年审查，定为“隐瞒历史问题”，落户南郊
农场成为在册职工，不会重返校园了。这几
年，她变得又黑又壮，还学会南郊靠海口音，
几乎没了原来模样。我想起初中政治课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认为母亲完成“从量变到
质变”的飞跃，她本质属于南郊农场了。

一路骑行三个钟头到了南郊农场，边
界围墙就是铁丝网。我几经周折，找到丙
字小队的劳动现场，人们齐刷刷埋头收割，
田野响彻镰刀割断高粱身躯的声响。我记
得母亲工号是49，便跨步钻进田垄，呼叫一
遍“柯延瑛”，再呼叫一遍“49号”，就这样轮
番喊叫着，好像我有两个母亲似的。是啊，
我会不会有两个母亲呢？一个长久驻留历
史时光里，一个辛勤劳作现实生活中。不
知何时能够结束这种分裂，让我拥有真正
的母亲。随着我的大声呼喊，有个被汗水
浸透的身影应了声，缓缓冲我转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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