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

12乡村振兴
2022年8月17日 星期三 责编：孙晓菊

推门见“绿”的幸福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刘恒瑞

静海区杨成庄乡强化典型带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三三四”党建模式助力跑出富民“加速度”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高瑾

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近年来，静海
区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化党建引领、典型带
动，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不断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杨成庄乡就是其中一个缩影。据介绍，该
乡不断完善“三三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
机制，强化党委、支部、党员队伍“三强联建”，
坚持思想引导、理论辅导、行为指导“三导共
振”，实施亲民、安民、为民、富民“四民工程”，
以只争朝夕、不折不扣抓落实的精神，奋力跑
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三强联建 汇聚合力共奋进

夏日的清晨，走进杨成庄乡政府机关院
内，有一个红色橱窗格外醒目，记者看到，橱窗
分为“奏奋进强音”“立奋进潮头”“强奋进担
当”“壮奋进筋骨”四个部分，将各领域工作成
绩、差距不足和干部风采一一亮相，杨成庄乡
干部比学赶超的氛围可见一斑。
“这是我们去年制定的《杨成庄乡党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执行力建设的措施》，对党
委班子成员履行‘三定’职责、发挥协助作
用、主动抓统筹协调、高效精准服务、带头抓
执行抓落实、自觉讲协作作表率等职责都进
行了明确。”乡党委副书记张起双向记者介
绍说，在具体工作中，乡党委要求班子成员
充分发挥分管领域行家助手作用，建强“一
线指挥部”，主动上手抓统筹协调，带领科室
抓执行抓落实，以重点难点工作一体推进促
全乡工作的争先进位。

记者看到，在“立奋进潮头”展示栏内，张
贴着“信息报送一等奖”“演讲比赛优秀组织单
位”等各种荣誉证书和优秀干部的照片，走进
机关科室，大家都在有序忙碌着。
“我们会定期召开机关新入职干部、基层

党务工作者和青年干部座谈会，不仅汇报思
想、交流心得，领导还会现场为我们答疑释惑，
讲规矩、讲经验、讲担当，让我们对目标和方向
更加明确和坚定，也让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少走
很多弯路。”年轻干部郝健秀介绍说。

据介绍，杨成庄乡始终坚持经常性思想工
作、经常性管理工作一起抓，持续深化“杨成庄
干部以什么样的工作标尺和格局境界担当作
为”大讨论，营造出了正气充盈的干事氛围。
截至目前，连续5个月利用周末时间，机关干
部、党员、志愿者，逐河沟逐胡同逐村逐户消灭
脏乱差顽疾，彻底解决迎丰渠河道口门水质不
达标难题，人居环境持续提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杨成庄乡下辖13个
村，户籍人口近3万人，承担着中日健康产业合
作示范区38.5平方公里和静海高新产业园近
10余平方公里用地保障任务。为高标准完成
任务，杨成庄乡锚定目标、上下一心、干字当
头，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20条道路、协和
医院等重点项目近2000亩地上物清理。市域
郊铁路项目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静海段建
设速度突飞猛进，充分体现出了静海区良好的
营商环境和杨成庄乡的工作效率。”

乡村迈大步，关键看支部。在村级治理
层面，杨成庄乡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
部的鲜明导向,各村在加强网格化管理的同
时，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围绕群众需求探索设
立产业发展岗、致富示范岗、村内治安岗、矛
盾调处岗、志愿服务岗、公益事业管理岗、外
出务工岗“一村七岗”，让党员责任意识和荣
誉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锻炼，阵地功能不
断强化。

同时，通过构建“选优、育强、管好、用活”
的村“两委”干部培养全链条机制和工作体系，
在工作中发现和培养使用优秀年轻干部，保持
干部队伍“源头活水”。通过规范“三会一课”，
健全班子民主议事、党务村务公开、任期目标
责任、群众监督评议等工作制度，大张旗鼓为
村支书撑腰鼓劲立威，强化党支部对村内各类
组织、各种资源、各种力量的领导，增强“一线
战斗堡垒”的公信力和战斗力，让每一块基层

阵地都强起来、硬起来。

三导共振 充盈正气树新风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
国……”6月 30日晚，“庆七一颂党恩 迎盛会谱
新篇”主题文艺宣讲在宫家屯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举行，整场演出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了群众
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之情。

19时，现场已座无虚席。乡亲们拎着马扎板
凳来参加宣讲。大伙儿一边欣赏着舞台上精彩
的节目一边感慨地说：“这些年，静海越来越美，
文化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咱农民的生活是‘芝麻
开花节节高’。”

近年来，杨成庄乡整合宫家屯村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各村农家书屋、道德讲堂、科普阵地及
“魅力静杨”微信公众号等阵地资源，建成乡、村

两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14个，打造妇女之家、
老年活动中心、文化大院、团泊洼芦苇艺术馆等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18个，形成“线上+线下”的多维
宣讲实践平台。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杨成庄乡组建起乡
村两级“1+13+N”宣讲队伍，通过开展“宣讲+”模
式、开展阅读学习、教育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
据介绍，今年以来，围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安全
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主题，该乡开展“传精神展
青春风采 齐奋斗建时代新功”“致敬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精神”红领巾讲解员等实践活动160余
次，以“大喇叭讲堂”“墙根讲堂”“文艺宣讲”等不
同形式开展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区第三次党代会
精神宣讲54场次，用乡音土语传递党的“好声
音”，让党的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

以实践促文明，以文明润乡风。杨成庄乡还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作用，持续开展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摒弃陋习，以
实际行动建设文明杨成庄。今年以来，杨成庄乡
共开展“共建洁美家园 喜迎党的二十大”农村全
域清洁化工程志愿服务，“清廉家风扬正气、笔墨
传情迎盛会”主题书法活动，《天津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宣传健步行等各类宣传实践活动49场
次，以不同形式培树文明新风。

四民工程 提升群众幸福感

9时刚过，东寨村村民赵秀云的院子里便传
出阵阵欢声笑语。原来，聚在这里的都是赵大姐
的亲戚，他们特意相约从周边村庄赶来，参观赵大
姐家刚刚铺装完成的“美丽庭院”。赵秀云告诉记
者，自家庭院占地80平方米，日前，村里实施“乡
村美丽庭院”项目，为家家户户都铺设了红砖，不
仅扮靓了庭院，也方便了出行。

乡村建设就要“有里有面”。作为辖区内的美
丽乡村样板，东寨村不仅家家户户有美丽庭院，村
内环境也是亮丽多彩。在“美丽庭院项目”竣工以
后，村内又新建花坛25个，铺设花坛侧石700米，
种植绿球若干，冬青一万多棵，绘就出一幅干净整
洁、美丽宜居的乡村画卷，形成以村美带动院美，
以生活环境美带动精神文明美的良好氛围。
“我们为300户村民铺设了‘美丽庭院’，后续将

为村里60周岁及以上老人安装马桶，通过这些工作
更好地办好事、办实事。”东寨村村委委员王呈祥说。

东寨村只是杨成庄乡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着力实施亲民、安民、为民、富民
“四民工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杨成庄乡把强
化民情沟通、增强亲民感情作为头等大事，推动制
度定责、包联督责、岗位明责、考核验责、有据问责
“五责同推”，实行“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确
保便民服务延伸到“最后一米”。

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领域，围绕提
高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杨成庄乡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推进全乡
十项民心工程。去年以来，聚力攻坚，有序推进管
铺头村还迁，历时8个月的努力，3500余名村民喜
迁新居。为双窑村约1.5公里进村路安装太阳能
路灯50盏，解决困扰村民多年的夜间出行问题；
针对梅厂村村容环境问题，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志
愿者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清运垃圾20吨，清理河
道3公里，同时对村前河约1公里路边进行了绿化
美化，共种植金叶白蜡、西府海棠等绿植360余
株，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乡村美不美，乡亲们说了算。夏日
傍晚，北辰区双口镇赵圈村村民张福泉
悠闲地走在村里的小路上，心里美滋滋。
“看这晚霞照着我们村，景色多美！

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了，这路面都是翻
修过的，村头的臭水沟没了，又多了个健
身小公园，有花香、泥土香，走在路上就
是一种享受。”

绿树葱葱、花香四溢、蜿蜒曲折的
乡间小路、错落有致的农家屋舍……
赵圈村小而精，一步一景都化为画中
一景。作为国家森林乡村，赵圈村造
林面积占比接近70%，主要为国槐、法
桐、桃树等，尤其是经过人居环境示范
村创建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相对于
喧嚣拥挤的城市，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绿
色生态村。

近年来，赵圈村以创建人居环境整
治示范村为抓手，结合村情实际，充分考
虑村民需求，按照“环境有改善、四季有
特色、振兴有方向”思路，花大力气、下真
功夫推进人居环境整治，通过一系列强
有力的举措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享
受到了推门见“绿”的幸福。

以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创建为契
机，赵圈村完成了村内道路硬化，打通了
村西南主路，“五横三纵”主干路网初步
成型。村南小广场升级改造，新建了村
东南、三角两个花园，满足了村民休闲
娱乐需求。同时，村“两委”班子聚焦村
民反映强烈的村西侧、北侧黑臭水体，
通过清淤、新增下水井纳入污水管网实
现雨污分离、安装绿化围栏网、种植爬
藤月季的方式将臭水沟打造成为绿色
生态景观带。

在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时，赵圈村着
力提升村民的安全感，新安装太阳能灯
65盏、监控探头38个，实现大街小巷全
覆盖。
“过去，胡同里黑灯瞎火，再赶上

刮风下雨，进进出出可费劲了。现在
安了路灯，还装上了监控摄像头，不仅
出门方便了，在家也放心多了。”村民
刘义祥说。

赵圈村将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常态长
效纳入村规民约，建立健全监督和奖惩
机制，通过走访入户、发放一封信等形
式，引导村民自觉维护创建成果。同
时，针对村内企业单位垃圾处理作出要
求，设立专门垃圾投放点位，切实营造
了全村动员、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浓厚
氛围。
“我们要用好国家森林乡村这个

品牌，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
绿色产业，积极开发垂钓、露营、休闲
观光等项目，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动力。”赵圈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赵蕊说。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
有一份由原西班牙纵队反坦克炮队
政委、中国志愿者谢唯进保存的名
单。这份名单于1939年书写于法
国古尔斯（GURS）集中营，长19厘
米、宽25厘米，用钢笔记录着20位
在西班牙国际纵队战斗过的医生的
名字。不久之后，这20位医生将在集中
营里中国战友的帮助下，通过英国和挪
威“中国医疗援助委员会”以及宋庆龄领
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辗转来到中国，参
加抗日战争。他们被中国人民统称为“西
班牙医生”，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西
班牙人。
“西班牙医生”是无国家的——正如

倪慧如、邹宁远在《当世界年轻的时候》
中所记录，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中，有谢唯
进等一群中国战士，也有一批像白求恩
一样后来又转赴中国抗日战场的外国志
愿者。这份名单中的“西班牙医生”，正
是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中与白求恩并肩工
作的战友，也和白求恩一样，做出了不远
万里来到中国的选择。对于1939年9月
第一批到达中国的“西班牙医生”而言，
他们的初衷和使命便是接替白求恩开展
根据地的医疗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一直到1941年白求恩去世，这群“西班
牙医生”也没有能够到达根据地，而是在
贵阳被编入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在
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地的前线和后方，
与中国人民一同战斗。1938年至1945年
间，救护总队完成手术12万台，住院治疗

214万人，门诊军人248万人，门诊平民201
万人，灭虱79万人，疫苗接种463万人。

如今，“西班牙医生”的名字，被镌刻在
位于贵阳图云关原救护总队旧址的国际援
华医疗队纪念碑上，碑文上方，是用红色大
理石雕刻的国际红十字会会徽。在纪念碑
的不远处，伫立着英国女医生高田宜之墓。
墓的两侧有中英文对照的碑文：“英国女医
生高田宜，1941年来华支援我国抗战。翌
年，侵华日军投掷细菌弹，她为防治菌疫，
不幸以身殉职。兹刻碑以志不忘。”在图云
关的松林与红枫的掩映中，纪念碑与墓碑
肃穆相望，提示着我们，八十载之前，在全
球的危难时刻，跨越民族、国别、意识形态
壁垒的国际团结如何成为一种可能。

2004年，最后一位“西班牙医生”甘扬
道辞世。

1939年，随着西班牙法西斯独裁政权
的建立，国际纵队宣告失败。在这场由53
个国家的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
反法西斯志士参与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半
数以上的国际纵队成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长眠于西班牙。1939年2月，一部分国际
纵队志愿军撤出西班牙，退入法国境内，法
国政府以“中立国”的姿态，将他们软禁于
法国南部地中海边的古尔斯等集中营。

65 “西班牙医生”

阿珍对父亲说：“儿子明白了，
我一定要做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决
不辜负父亲的教诲。”
阿珍早已能够握管涂鸦。自那

日起，他便把《登科录》上自己仰慕
的人抄录下来，当做自己的榜样，时
时激励自己，像前辈先贤那样，做一个有
功于国家社稷的人。这也是他一生搜集
科名掌故的开端。
这一天丽正下朝回来，告诉妻子一

个惊人的消息，大学士和珅已被下狱抄
家。其财产折银约八亿两，相当于朝廷
二十年的国库收入。抄家的人说，和珅
宅第的房屋都是楠木造成，体制仿佛宁
寿宫，华丽仿佛圆明园，陈列的古玩珍宝
比大内还多。自古以来，不仅石崇、王恺
不及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
这么大的家私。
不久，嘉庆皇帝亲下谕旨，赐和珅自

尽。和珅的弟弟和琳革去爵位，和珅的
党羽一个一个都被撤职查办。但抄没和
珅的家产全部被充作为内币，供皇家享
用，难怪老百姓都说“和珅倒，嘉庆饱”了。
阿珍聪明颖悟，但体弱多病，偶感风

寒或饮食不调便生起病来。医生说，药
能医病，但难使孩子体魄健壮；若能在药
物调理的同时，让孩子习武健
身，则可事半功倍。丽正夫妇
觉得医生的话有道理，就打算
在阿珍入塾读书的同时，请一
文武兼备的人来教他习武强
身。但“文武兼备”之人实在太

难找了。京师虽有几家名头极大的武馆，
但教习多是粗鲁的莽夫，胸无点墨，难入丽
正夫妇法眼。夫妻正为此事犯愁，金妈前
来送茶水，进言道：“听说府中打算请一文
武兼备之人教小公子习武强身，尚无合适
人选。我师兄正好来京师游历，在白云观
暂住。何不请来一试？”段训道：“你师兄何
人，竟身兼文武之才？”金妈道：“我师兄就
是‘丑面道人’，也算是老爷的故交，曾蒙府
上大恩，大难不死，常怀图报之心。老爷一
见便知。”龚丽正稍一迟疑，旋即恍然大悟，
连忙说：“如此甚好，如此甚好！”于是立刻
命金妈去请丑面道人杨湛卢。
丑面道人杨湛卢和小阿珍天生有缘，

初次见面就没有一丝一毫的陌生感。一看
见丑面道人携带的宝剑，阿珍就缠着道人
教他舞剑。丑面道人笑着说：“你知道宝剑
是用来做什么的吗？学会剑术做什么？”小
阿珍不假思索，朗声背诵道：“十年磨一剑，
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丑面道人惊呆了。想不到这个不
满十岁的孩子，才思如此敏捷，竟
然能以唐诗作答，且如此恰如其
分。看着小阿珍满脸的稚气和小
孩特有的豪气，丑面道人不禁呵
呵笑起来。

25 丑面道人教阿珍 25 大红的光荣匾

我认为，田文佐终归是被国民
党宪兵所杀害，他只是披着国民
党保安大队长外衣而已，真实身
份应该是共产党的人。否则，就
不会惨遭国民党宪兵杀害。这时，
二姨说道：“前几天，有几个大官
模样的人来到我家，说是省里领导
送来革命烈士证书，那场面吓得我慌了
手脚。我嫁给田文佐那段光景就跟做
梦似的，脑子里还是那个国民党保安大
队长，没想到人死后，给家属带来这么
大的荣誉……”停顿一下，二姨喝了口
茶水，小声抱怨不是好香片，伸手剔出嘴
里的茶梗，接着说，“你这个冰糖嘴儿，快
给我解开那大包袱，这一路累死我啦！”

我赶紧猫腰解开大包袱，看到里面
裹着床旧棉被。外祖母凑近打量片刻，
突然双肩颤抖着说：“这是田文佐留下的
吧？我认识这粗布被面啊！”二姨并不悲
伤，跨步上前抖开旧棉被露出那块红匾
说：“这是领导亲自挂在我家门前的，我
今天带来给你们开开眼！”外祖母双手捧
起来说：“这是功德牌啊！”说着，还将功
德牌往怀里搂了搂，好像抱小孩儿似的。
二姨拍手大笑说：“封建社会叫功德牌，
社会主义叫光荣匾！”

这块光荣匾，大红烤漆底色，自左
向右镌刻“光荣烈属”4个楷体金字，一
下映得我家红彤彤的。外祖母抻出袖
口擦拭着光荣匾，转手递给我说：“你也
沾沾福气，这功德牌荫及子孙呢。”我接
过约莫两尺长、四寸宽的红匾，却想起

远在农场收割高粱的母亲，人的命运真是
大不相同啊。

二姨划亮火柴点燃香烟说：“我跟那几
个领导说，当初看不出惠生他爹真实身份，
他整天忙碌不回家！你们猜省里大领导怎
么跟我说的？他说田文佐同志潜伏敌营多
年，给华北根据地和延安输送重要情报，屡
建奇功。坚持‘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
的保密原则，所以没把妻子发展为革命同
志。”又喝了口茶、吸了口烟，二姨得意地说，
“我当场告诉那大领导说，要是田文佐也把
我发展成革命同志，我们两口子肯定同坑
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了，今天你们也见不
到我啦。”外祖母时刻不忘指点着女儿：“小
黑眼儿，你就是不会说话，让人家省里领导
下不来台。”二姨果然有所反省：“是啊，今
后我要提高思想觉悟，克服自己的坏毛病，
咱起码得对得起这块光荣匾吧。”

我想起刘乙己曾经说过，研究历史就
得懂得现场收集资料，便打破心理障碍，问
道：“我姥姥既送钱物，也送人物，怎么没能
把二姨父给保救出来呢？”二姨毫无戒心地
说：“钱没收，人也没收！后来我寻思明白
了，惠生他爹死了，我就是‘共匪’遗孀啊，
高铁桥是忌讳寡妇晦气，干脆不沾身便把
我给退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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