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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7 版
噪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新华社记者高皓亮

武夷山北麓蜿蜒陡峭，翻过海拔 1000 多米的山
顶，陡然下行四五百米，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河谷前行
数公里，穿过谷口，豁然开朗。河谷中一片畲族风情
房屋沐浴在秋日暖阳下，墙壁上的凤凰图腾展翅欲
飞。

山路难行，外地司机开车要花费近 3 小时。十九
大代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篁碧畲族乡党委书记
雷海燕只要花费一个多小时，她走这条路已 12 年。

“乡亲们最关心的事十九大报告都提到了，把山
林保护好就是开‘银行’。”篁碧畲族乡是一个只有
4000 余人的民族乡镇，畲族先民在这里生存已数百
年。建于 1848 年的雷家大院里，北京归来的雷海燕
和乡亲们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摆开了龙门阵，宣
讲十九大精神。

听雷海燕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雷家大院的主人、
72 岁的雷凯身接过话头说，畲族的有些祖训也是这
个道理，畲族先民靠山吃山，山上的竹林、茶叶、走
兽，养育了一代代畲乡儿女，族人约定，清明过后竹
笋不可采、8 月清理茶山，杂草就地腐化做绿肥……
“这些都是为了让畲乡的山长绿、水长清。”

畲族先民曾经散居山上，这几年，当地政府在河
谷地带筹建新村，通过四次大的移民，把海拔高处的
群众集中安置到乡镇附近，原有房屋拆除恢复植被。
“乡亲们就医、上学、赶集都更方便了，山上的生态保
护也更好了。”雷海燕说，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都要
抓好。

“有了好山好水，自然就能长出好茶。”篁碧畲族
乡有两大特产，一个是竹林，一个是茶叶。篁碧苦坑
茶叶合作社负责人丁小青更关心生态产品。海拔高、
云雾多，这里是生态茶园的理想之地，但大山也最讲
究公平，只有先保护好，才会回馈人们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
篁碧畲族乡是铅山县母亲河杨林河的源头，为

保护水源，乡里禁止发展养殖业。这些年，畲族村村
民廖贤平就地取材，把篁碧豆腐做出了名堂，年销售
额在 300 万元以上。雷海燕告诉廖贤平，按照十九大
精神，这样的生态产业会有更多的机会，今后要进一
步做大、做强。

乡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主要集中在畲族村，村
里利用扶贫项目资金，为每个贫困家庭建了两亩茶
园，明年将迎来首次收成。“全社会保护生态，市场认
可生态产品，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子肯定没错。”雷海燕
的宣讲给畲族村党支部书记祝先良吃下了定心丸。

秋日天短，太阳西斜。围拢在雷海燕身边聆听十
九大精神宣讲的村民久久不愿散去。第二天一早，雷
海燕还要到山那边的上饶市妇联宣讲。

夕阳下，杨林河面撒满万道金光，河水潺潺，清
可见底。 新华社南昌 11 月 11 日电

江西省畲族乡党委书记雷海燕：

给百年畲族大院送上“定心丸”

▲雷海燕（右二）在雷家大院向村民宣讲十九大精神（11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海南省黎族干部羊风极：

田间地头宣讲，一周马不停蹄

▲羊风极（左一）在福妥村和村民交流（11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郭程摄

新华社记者周正平

胶林翠绿、稻田金黄。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打
安镇的黎族群众，又迎来了一个收获的季节。

打安镇福妥村的 60 多名党员、村干部和贫困户
代表一大早聚集在村委会会议室里，聆听党的十九
大代表、打安镇副镇长兼田表村党支部书记羊风极
作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宣布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尽管会场中的许多村民已从电视、报纸上
获悉了这一好消息，但再次听到羊风极的介绍，仍抑
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普通话中夹杂着黎话，羊风极在宣讲中重点解
读了十九大提出的农村工作新战略、新部署。“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个
话题引起村民们强烈的共鸣，一个多小时的宣讲结

束后，仍有许多村民意犹未尽，围着羊风极讨论。
今年 28 岁的党员钟海盟听了报告后告诉记者，

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农村工作的决策、部署令人振奋，
自己决心回村创业，尝试做农村物流，还有特色种养
殖业，如果事业能发展起来，会履行好一名基层党员
的职责，带动身边的贫困户参与。

从北京回到白沙一周多时间，田间地头、房前屋
后，到处是羊风极和村民驻足交谈的身影。

在福妥村作完宣讲报告，处理好镇上的公务，已
是下午两点多钟。羊风极在家匆匆吃了几口午饭，顾
不上歇一会，又带上镇里的农技员，来到胶林下的黑
山羊养殖基地，给村民们做辅导。

“心里急呀。”羊风极对记者说，“我是来自农村
最基层的十九大代表、党员干部，有责任尽快把党中
央的精神、声音传递给黎族乡亲，让他们有信心、有
干劲；打安镇还有 650 户贫困户，我有责任帮助他们
尽快找到致富门路，学好技术，让他们跟上奔小康的

步伐。”
羊风极是土生土长的黎族干部。自 1998 年起，

他连选连任田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19 年
间，他带领田表村黎族群众种橡胶、发展林下经济，
使村民人均年纯收入由不到 600 元提高到 9000 多
元。

2016 年，羊风极被破格选拔为打安镇副镇长，
分管扶贫工作。心中装上了全镇贫困户的脱贫期盼，
深感担子沉重的羊风极，不断琢磨打安镇农村产业
发展的路子。从北京参会回来后，他告诉记者：“对今
后怎么干，思路更清晰了，方向也更明确了。”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生态文
明建设，也有明确的目标要求。我身为基层党员干
部，就是要不折不扣执行好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将十
九大精神和打安镇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带领黎族
群众走上绿色发展的路子，建成富美打安。”羊风极
说。 据新华社海口电

新华社记者陈弘毅

“钰珍，十九大报告中有什么涉及我们农民工医
疗的‘大礼包’吗？”十九大代表、福建莆田荔丰鞋业有
限公司车间主任翁钰珍刚走下生产线，就被几个工
友团团围住。

“报告里面说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就拿我们莆田来说，现
在去公立医院看病拿药都没有加成了，很多大病的
治疗，政府也给我们兜底了。”翁钰珍说，随着我们国
家越来越强大，政府一定会投入越来越多钱，让大家
不但看得了病，更能过得上健康的生活！

周围的工友听了翁钰珍的一席话，不由得纷纷
点头鼓掌。

“那对于咱们农民工就业，十九大报告中有什么
新提法呢？”党支部预备党员邱惠萍问。

“报告里面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还提到要大

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
盾。”翁钰珍说，“现在企业引进了越来越多的自动化
生产设备，过去单纯的体力劳动者也要主动转型，去
钻研技术，提高自己的工艺水平，这样既是给自己更
多竞争力，也是给咱们国家制造业提升转型提供人
才支持。”

朴素的语言、生动的讲解，翁钰珍的回答再次让
周围的工友们响起掌声。

企业的党员活动室、车间和餐厅，如今都成了
39 岁的翁钰珍宣讲十九大精神的场所。从北京回来
一周多时间了，翁钰珍每天下班后，都会从包里拿出
十九大报告原文反复阅读。

记者看到，报告上做满了密密麻麻批注和心得。
“只有我自己学好、学透十九大报告的精神，才能更
好地回答工友们的问题，给他们带去十九大精神。”
翁钰珍说。

翁钰珍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成长的一代

人，1978 年出生在莆田萩芦镇一个小山村中。家里
爷爷、爸爸、叔叔们都是党员，自小受到熏陶教育，
18 岁时，她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有 21
年党龄。

“不论在哪个行业，都要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
钻研工艺，提升效率，‘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更需要千
千万万个熟练技术工的努力。”这是翁钰珍对车间里
的工友们经常说起的话。

荔丰鞋业是一家台资企业，翁钰珍在企业中总
是被周围的工人称为“知心大姐”，因为她工作细心、
待人热心。“我毕竟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一些，能帮的
就尽力帮。”翁钰珍说。

“我是农民工的一员，代表的是农民工这个群
体。”翁钰珍说，“我有幸参加十九大会议，不仅自己
要发扬表率作用，带头学习、实践十九大精神，还要
带动周围人一起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
加瓦。” 据新华社福州电

鞋业公司车间主任翁钰珍：

基层车间讲解，凝聚干事正能量

▲翁钰珍(右一)向企业工友宣讲十九大精神(11 月 1 日摄)。 新华社发(林剑冰摄)

新华社记者翟永冠、尹思源

“李大爷，新的时代、新的步伐、新的思想和
新的理念全在这里了，这些学习材料送给您！”党
的十九大代表、中国剧协副主席、京剧名家孟广禄
近日来到天津市南开区昔阳里社区居民老党员李德
满家，为他送来了十九大新修改的党章等学习材
料。

此次来到昔阳里社区，孟广禄是参加天津市
“新时代”文艺小分队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首场基层宣讲活动。在北京参加完十九大之后，
孟广禄一天也没休息，舞台上、社区里，他跑前跑

后；在戏迷群体、在百姓中间，他都尽量带着大家
学习十九大，宣传新思想。孟广禄说，十九大闭幕
以来，他先后进行了二十余次宣讲活动，力求在最
短时间内将十九大精神宣讲给更多的人。

“这次参加文艺小分队，通过文艺展演的形式
为社区居民宣讲十九大精神，我感觉责任重大。我
们要把十九大的精神搁到戏里，真正排出来好的节
目谢谢广大观众。”孟广禄说，“在文艺展演中宣
讲，拉近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十九
大报告宏大叙事和百姓生活之间的距离，既把文化
展示给了观众，又能把十九大精神送到群众身
边。”

当日的演出在下午两点开始，孟广禄给大家带
来的是京剧《菩萨蛮·黄鹤楼》，在毛泽东诗词的
基础上谱曲，一开口便获得群众的满堂彩。其他三
十多位演员也接连登台，演唱京剧、演奏乐器、表
演杂技，为大家献上一份内容充实、营养丰富的文
艺大餐。

李德满说：“孟老师将十九大精神和国粹京剧
结合在一起，这种方式特别接地气，特别鼓舞人
心。”前来观看节目的社区居民贾淑艳也说，文艺
展演在宣传十九大精神的同时发扬了中国的传统文
化。

新华社天津电

京剧名家孟广禄：

把精神揉进国粹，特别接地气

▲孟广禄通过文艺展演形式宣讲十九大精神(11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尹思源摄

新华社记者陈磊、贾立君

火红的朝阳从东方升起之际，十九大代表、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检察院一
级检察官潘志荣和同事驱车从单位出发，前往满都
拉镇巴音哈拉嘎查(村)，一辆载有新式蒙古包的卡
车也紧随其后。

潘志荣之前走访牧区时得知，满都拉镇巴音哈
拉嘎查(村)群众乌仁其木格家生活困难，想搞牧家
乐增加收入，但缺少购置蒙古包的资金。他把这一信
息向组织作了汇报。包头市人民检察院筹集 1 万多
元购买了直径 6 米的新式蒙古包，趁潘志荣进牧区
宣讲的机会，送到 110 公里外的乌仁其木格家。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党，感谢党！”看到崭新的
易装易拆蒙古包，乌仁其木格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念

叨个不停。身为汉族的潘志荣用流利的蒙古语告诉
她，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潘志荣和同事边卸蒙古包边和乌仁其木格聊
天。当听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
民生水平等内容时，乌仁其木格乐开了怀：“可是赶
上好时候了，我们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告别了乌仁其木格家，潘志荣和同事继续北行，
来到距中蒙边境线 8 公里处的巴音哈拉嘎查阿迪雅
家。今年 55 岁的阿迪雅出生在这里，曾当过兵的他
复员后一直坚守在边境线上以养牧为生。

寒暄过后，潘志荣和阿迪雅用蒙古语唠开了家
常。当得知潘志荣是党的十九大代表，阿迪雅立刻站
起来重新握住潘志荣的手说：“沾点喜气，沾点喜气，
快给我说说党的十九大又有啥好政策？”

一旁的女主人娜仁琪琪格告诉记者，这里风力
发电机电压不稳，党的十九大召开那几天没能看成
电视直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党的十九大精神。”听
罢潘志荣的讲解，曾当过嘎查党支部书记的阿迪雅
兴奋地对记者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风气有了
极大的好转，党和国家出台许多惠民政策，“我们边
民腰杆子也会挺得更直。”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的第二天，潘志荣返回呼
和浩特后便忙个不停——— 受邀为检察系统、政法系
统连作两场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讲座，同时参加了
市里、旗里的多个会议，一周后才回到家里。

“大家都急切地想了解盛会的现场情况和重要
精神。”潘志荣说，在讲座中描述现场景况时，台下也
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可见同志们对未来充满了信
心和希望。”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11 月 11 日电

内蒙古检察官潘志荣：

边境线上唠脱贫，鼓舞发展信心

▲潘志荣（右一）把新式蒙古包送到乌仁其木格家（11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贾立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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