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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 

潘佳、志刚并昆山调研团友：

一周的调研时间很短暂，走走，看看，聊聊也就过去

了，如同曾经流逝的那些青春岁月。

一周的时间也很长，我们可以如导演般实现心中梦

想，如诗人般行吟乡间泽畔，如智者般探求民生忧怨，如

劳者般体验五彩人生。

我相信，在今天之前，从来没有一周的时间真正属

于你们自己，从今天起的这一周，你们的心灵，你们的情

感，你们数十年来的思考和积累，将完全地挥洒出来，实

现你们内心深处常常涌动的理想。

预祝昆山团调研活动圆满成功！

我虽然不能全程同行，但一样热血沸腾，感动和目光

与你们同在。

——冯立松（财政部团委书记）

寄语昆山陆家镇调研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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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总理当年在村

里和村民交谈的照

片 在 长 水 随 处 可

见。总理当年坐过

的长条板凳还系上

了小红绳，爱护有

加。

照片中间，总

理和长水村支书余

锦冰坐在板凳上，

后面是里三层外三

层的群众，能够想

象得到当时长水村

村民的那种心情，

总理的到来对于这

样一个偏远的山区

村庄来说，是比天

还大的事。

我们在长水住

在一个孙老伯

家，晚上和他

聊天。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但长水村仍

然把总理来过当做最大最光荣的事情，村民

们把见过总理当做一辈子值得炫耀的事。他

说：“总理那么忙，还专程到我们这小山沟

来，如果发展不好，怎么对得起总理啊！”

 感动二雨中的花鼓队

从南昌到武宁再到长水，一路雨水相随。

从长水村回到北京已经有几天了，但似乎

那连绵的青山还在眼前，每晚伴我们入睡的潺

潺流水和蛙叫虫鸣还在耳畔，关于长水的点点

滴滴也不断回荡在脑海中。

有人说，做记者的见得多了，对很多东

西会麻木。也有人说，记者不能太感性了。其

实，发自内心的感动才会让思想和感情更加

丰满，才能不断去认知自我与人性，才能用一

颗柔软而坚韧的心，更好地辨别是非，品读冷

暖，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

长水期间的7个感动将成为我一生的铭记。

感动一  为了总理的嘱托

车子刚驶入武宁县，我们就有一种沿着总

理的脚步重返长水的光荣感和使命感。2007年4

月，温家宝总理到长水村视察林改，当晚回到

武宁召开会议，从不题词的总理还为武宁题字

“山水武宁”，我想这是情满所致。

到了长水村，对总理的那份情则更加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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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到长水村，远远的就听见花鼓队敲锣

打鼓声，在车上怎么都没想到这是迎接我们的

鼓声。

刚一进村，十几位农村阿姨穿着演出服，

因为下雨外面还披着透明雨衣，整整齐齐地站在

村口表演着花鼓。雨不停地下着，雨衣遮挡不了

什么，雨水顺着阿姨们的头发往下淌，她们仍然

满面笑容的，鼓打得特别起劲。

那一刻内心惶恐不安，不知怎么感激，又

十分内疚。乡亲们，我们只是来看望你们、向你

们学习的一群孩子，就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们怎么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欢迎。

村支书说，听说你们要来，这是村里的花

鼓队自发组织的。

明星的演唱会、专业团队的演出

都看过不少，唯有这雨中的花鼓队最

让我动容。

那时就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鼓

劲，一定要在这几天的时间里，扎扎

实实地走进他们，读懂他们，尽可能

地去帮助他们，不然我们愧对这雨中

的花鼓。

感动三  一个山村老师的“师魂”

长水村的大堰小学，说是学

校，其实不过是一个只有一间教室的

房子而已。二十几个孩子的朗朗读书

声，在一片青山绿水中，显得格外动听。

我们给孩子们带去了学习用品和书籍，孩

子们高兴得不得了，互相炫耀着各自分到的文

具，争着在我们的镜头下摆着各种pose,那种天

真和无邪让我们仿佛也回到了童年。

学校教学条件的简陋已近极致，但孩子们

却仍然快乐无比。没有操场，大自然就是他们的

舞台；没有健身设施，每天上学走的山路就足以

锻炼；没有图书馆、阅览室，一个像亲人一样的

老师就是他们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

这个承载着孩子们所有希望的老师叫卢作

贵，五十出头，面庞清瘦。收入微薄，但他仍然

兢兢业业。多年来，他有很多改善自己生活条件

的选择，但在一双双求知的眼神中，他选择了坚

守。这一守就是36年，长水村的3代人都是他的

桃李。

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内心，多么坚定的信仰，

才能支撑他36年的坚持？那一刻，我肃然起敬。

听说我们要去学校看望，卢老师专门写了

一首诗《师魂》送给我们：“四季勤耕育英贤，

五更难眠思教改……十分艰辛苦也甜”，他用一

生的坚守与奉献给调研团青年们上了一堂最生动

的课。

感动四  智障女孩的送别

在访问贫困户时，一个三口之家的贫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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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让人触目惊心。老奶奶得了血管瘤，但没

钱医治，眼部高高肿起；叔叔有些残疾，四十

几岁还没有成家；六七岁的小女孩父母双亡，

还有些智障。

调研团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份捐款，但却

不成想困难程度如此严重，一同随行的司机都

忍不住掏钱资助，大家在现场又进行了二次捐

款。

调研团离开长水的那天，这位智障小女

孩，一直守在路口，等调研团的车驶过，她拼

命地招手，脸上露出天真的笑，笑得那么灿

烂，没有一点忧伤，却让人看了更加揪心。

那一刻，调研团很多人潸然泪下，虽然她

的智力有一些缺陷，但她感恩回报的心却如此

饱满。 

感动五  留守的孤独

周围是零星分布的小楼房，一个破旧的土

坯房夹在中间，显得很不协调。

土坯房前坐着一个老人，看到第一眼就被

那种安详与安静打动了。

这个老人叫宋德银，86岁。他的家，真的

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家里的地面是土地，坑坑洼洼，下雨之后

很湿滑，有几处凹进去的地方还有积水。屋里

特别昏暗，我们找了半天，只在他的卧室里发

现了一个临时扯的灯，电线还在外面裸露着。

老人有一儿一女，儿子26岁时在外打工，

一次意外客死他乡；女儿在外打工，一年大概

回来一次；老伴去世多年了，一直是他一个人

生活。

老人身上的衣服虽然看起来有些旧，却很

整齐。小院子不大，也打理得井井有条。桌子

上有一盆刚洗过的野菜，绿盈盈的，老人说，

听说野蕨菜好吃，他上午刚去采了些。

我问他会不会觉得一个人很孤独，他

淡淡地说，习惯了。我说：“您有困难可以

找政府。”他连忙摆手，说：“现在政策好

了，每年都能拿到五保费，够他一个人生活

了。老了不中用了，也不能有啥贡献，更不

应该给政府添麻烦。”

７岁的余盼盼和奶奶相依为命。母亲

生了他半年就离开了，至今没有音讯。爸爸

在外打工，好几年才回来一次。

小盼盼看起来性格很内向，见到我们

一句话都不说，目光单纯得有些呆滞。我们

为他送了爱心捐款和学习用品，奶奶一个劲

得让他向我们道谢，但他却始终不言不语，

没有任何表情，眼神中充满的是一种不信

任。在我们和余奶奶聊天的时候，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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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不停

地掐着、

踢着家里

的一只小

狗，眼神

里流露出

的那种凶

狠让我的

心咯噔一

下，这怎

么会是一

个7岁孩子

该有的目

光？

离开盼盼家，下着小雨，我踩着泥巴路，

心里很不是滋味，小盼盼的眼神在我脑海里挥

之不去。和贫穷相比，没有父母的关爱才是最

大的心灵创伤，而这岂能是我们靠一点爱心捐

款所能弥补的了呢？

除了捐款，我们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对

于长水村的留守儿童和老人，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如果能帮助长水村把林业产业发展起

来，让更多外出打工的人回家就业，儿童和老

人不再留守，不再孤独，这恐怕才是最有意义

的援助。如何让长水村实现“生态就业，守望

幸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思考，也成为我们

带回北京的课题。 

感动六  一个基层林业职工的“革命”

本来去看林业站，团里只安排了3个人，其

他人还有别的分工。但3个人去过之后，觉得很

有必要让所有人都去看看，因为一个基层林业

站的变迁是林业改革的真实缩影。

于是，我们又抽出时间全团去了一次。

31亩的大院子，宽敞的灯光篮球场，带着

遮雨棚的观礼台，能容纳二三百人的歌舞厅，

还有储木场，林业公司……透过这些，我们仍

旧能想象得到一个基层林业站曾经的辉煌。

但现在，100多人的单位目前只剩下8个

人，其他人都被很少的钱买断，或者直接下

岗。80年代最好的房子如今因为长久失修已经

十分破旧，空旷的院子在雨中更显凄凉。

买断又被返聘回来的林业经营站站长汪勇

说，七八十年代，宁进林管站，不进镇政府，林

业是最吃香的部门。那时木材统购统销，每个立

方米的木材能收益130元左右。而现在，产销见

面，林业部门只是木材检尺，每个立方米收取7

块钱的检测费，而且采伐量也在大幅下滑。

林业站的人自嘲，林业改革实际上是革了

自己的命。

失业的林业工人因为只会木材检测等专业

知识，再就业很难。有人想不通，“要种树的

时候，是我们在种树，要砍树的时候是我们砍

树，现在却把我们抛弃了。”

但更多的人像汪勇一样，接受事实，重新

生活。他说：“咱林业人就是能吃苦，讲奉献，

斤斤计较、不顾大局那不是林业人干的事。我是

共产党员，我得服从国家政策安排。”

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每一次变革，总需要有

一些人奉献与付出，而且很多是无回报的，付

出的代价可

能是无法弥

补的。但是

为了大局，

他们只有默

默接受，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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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陶醉。我们和大自然好久没有这样亲近

了，我们的内心有多久没有这般宁静了啊！

从长水归来，调研团成员们又回到了各自

的工作岗位，长水村也将恢复往日的宁静。可

是，因为有了对农村更深刻的认知，对农民更深

厚的情感，对山水更浓郁的眷恋，我们每一个经

过洗礼和锤炼的心灵将更加丰盈，每一双沾染过

泥土的双脚将更加苍劲有力。我们的人生，我们

的青春也将因此绽放出不一样的色彩。

愿奉献。他们才应该是改革发展历程中最该铭

记和尊重的人。 

感动七  团友们的真诚

出发之前，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这次走基

层的深入程度是有怀疑的。短短

几天时间，我们能了解农村多

少？走过场的调研走访也见得多

了，也许这次也不过只是一阵烟

雨。

但当我们第一天入住长水

村，角色立刻就转换了过来。在

长水村的四天三夜里，白天走访

农户，和农民一起在山里劳动，

晚上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一起

吃农家饭菜。调研期间，平均睡

眠不足5个小时，听着鸡叫起床，

枕着蛙声入眠，没有网络，没有

电视，没有娱乐。有的是年轻人

们迎着晨露的奔走和访问，有的

是年轻人们和农民如亲人一样的

开怀畅谈，有的是夜幕下团员们

观点的碰撞交锋与思辨。

用双脚丈量土地，用朴素的

心灵倾听呼声，用亲身的体验感

受“三农”……大家所表现出的

投入，是对农民、对农村、对整

个调研，更是对自己的真诚和负

责。

住在长水村的农户家，晚上洗澡时，大如

蜻蜓的蚊子、五颜六色的娥子，成群结伴地在

身旁飞舞，就像天使一样。洗澡房外就是连绵

的青山，不息的流水……那种感觉非常奇妙，



7

人的真实写

照。当我伸

手与他握手

时，他死也不肯伸出手，不想弄脏我的双手。我

的眼睛湿润了。这就是再普通不过的90后石油工

人！（胜利油田调研团第二组）

胜 利

油田调研团

第五组在调

研实践中学

习，拜一位

基层老师也

是活动目标之一。32571钻井队殷师傅向我们介

绍设备使用基本原理。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次跟班的工友上

井了，上一班工友连续夜间工作了十二小时下

来，看到他们满身的疲惫，就这样开始他们的早

餐，为的是短暂的聚聚，我们的组员也忍不住加

入……（胜利油田调研团第五组）

见微知著

    南昌铁

路局南昌客

运段自2005

年开行井冈

山—深圳、

井冈山—北

京西两趟快

速旅客列车，到2009年开行井冈山—北京西直

达特快列车至今，在多年的井冈精神熏陶感染

下，始终坚持将井冈山精神融入到列车文化品

牌的建设管理中，以井冈精神凝心聚力、育人

建车，持续提升列车服务品质。

第一次亲密接触

（南昌客运段调研团）

这是胜利油田纯梁

采油厂作业大队维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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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6月1日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信访局

5月26日—6月1日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信访局

5月27日—6月1日

江西省南昌市客运段Z134/Z133次“井

冈山号”列车

5月27日—6月1日

河北省平山县古月小学和营里小学

5月27日—6月2日

国家统计局云南建水调查队

5月27日—6月2日

江苏省昆山市财政局乡级财政所

5月28日—6月1日

宁夏物资储备一七七处

5月28日—6月1日

河南省三门峡市义马市群工部

5月28日—6月1日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群工部

5月28日—6月1日

河北省西柏坡镇扶贫村

5月28日—6月2日

河北省南宫市教职中心

5月29日—6月4日

内蒙古额济纳旗拐子湖气象站

5月29日—6月5日

四川省宜宾市工商局基层工商所

5月29日—6月5日

长江委水文三峡局

5月31日—6月6日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交通运输部东

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5月31日—6月7日

福建省龙岩新罗区西安村

5月26日-6月1日拟定出发的调研团名单

（以实际调研时间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