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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舞、五禽戏……7月3日，在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9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沈福
海正进行着各种中华才艺培训。

在这里进行39天的培训后，沈福
海将前往多哥的洛美大学从事汉语教
师志愿者工作。大学期间，沈福海服过
兵役、支过教、做过环保志愿者、去台湾
交流学习……经历丰富的他表示：“要
用一颗甘于平凡的心，为老百姓做实
事，所以愿意去国外做志愿者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

军营生活让他自律与勇敢

沈福海在2013年就考入川外，但
18岁的他给自己规划了一条特别的道
路——保留入学资格，先参军入伍两
年。

那年9月，沈福海坐了两天两夜的
火车，从家乡河南来到青海玉树，然后
抵达位于偏远藏区的高原营地。

军营位于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
常年干燥、风沙也大，这里每年从9月
到次年4月漫长的寒冷也远超沈福海
的想象。扛过高原反应的考验后，沈福
海进入新兵连训练，出早操、练习队列
或擒敌拳……3个月后，沈福海被派往
某基层连队。在连队里，沈福海和战友
们一起建设营区，为当地人民进行保卫
安全等各种服务。

沈福海还被任命为连队的文书，中
午或晚上战友休息时，他便对文件档案
归类，还通过优化管理系统和建设局域
网等方式，实现了对微机室和图书室的
科学管理。

让沈福海很有成就感的是，在连队

时，他建议连队发挥一些战友的特长，
成立了多个兴趣小组丰富文化生活，比
如书法、轮滑、画画、象棋等，“现在，这
些兴趣小组还会经常开展活动。”

“军营让我更加自律与勇敢，这是
让我受益终身的事。”因表现出色，沈福
海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士兵”。

连续两年都到青海支教

“每片土地都有她独特的地貌特
征，即使离开很久，你也会很快地认出
她。比如那山的起伏，那天上的白云，
还有那河的水流……”2015年9月，沈
福海回到川外，开始他迟到两年的大学
生活。

虽然远离兵营，但沈福海常常会梦
见那里的山山水水，他心里有一份放不
下的牵挂。原来，在青海服役时有一次

他和部队去基层慰问，了解到当地的教
育情况后，沈福海就萌生了以后来这里
支教的想法。

2016年和2017年暑假，沈福海动
员身边的几位同学一起，来到位于可可
西里腹地索加乡牧村的一所寄宿小学，
自费义务支教。

索加乡是长江的发源地，海拔
5000多米，素有“万里长江第一乡”和

“天边的索加”之称。在这里，孩子们由
于6月份要放“虫草假”，暑假期间正好
上课。沈福海就和同学们教大家语文、
音乐、美术等，晚上在帐篷里用投影仪
给孩子们放《可可西里》等电影。他觉
得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和孩子们在蓝蓝
的天空下，坐在草地上，一边吹笛子一
边聊他们的梦想，“有的孩子想上天做
宇航员，有的想做小提琴家，有的想做
漫画家……”

支教之余，沈福海和同学们还深入
当地牧民的生活，和他们一起牧羊、制
作奶酪，收集记录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地
域文化特色。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沈福
海对有“环保卫士”之称的杰桑·索南达
杰（这里是他的故乡）的人生有了更深
入的认识，这些影响也促使他后来去从
事环保、文化交流等志愿活动。

在志愿服务中明白人生的价值

因为各方面表现优异，沈福海大二
时被选派到台湾华梵大学交流学习，学
文字学、禅学，以及如何制作古琴等；大
三时，沈福海又被学校选派到泰国孟凯
中学实习，给当地学生讲汉服、茶艺、古
琴等知识。

利用周末时间，沈福海会去歌乐山
担任环保志愿者，有时也去华岩寺做义
工，“华岩寺晚上有很多公益班，比如古
琴、蜀绣、古筝等，感兴趣的居民都可以
免费去听课。”这些活动也让沈福海进
一步加深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和
热爱。

大三暑假，沈福海又和兰州大学等
国内高校的8名大学生一起，成为浙江
温州睦睦自然科普园的首批体验官（志
愿者），去参与园区生态系统调研活
动。这个位于楠溪江畔原始古村落的
园区，距离温州市大约一个小时车程，
是正在打造的自然科普园。沈福海回
忆，自己和队友要调研园区植物、动物
的分布情况，绘制动植物图鉴并进行影
像图像填充；还要绘制园区地形图，帮
助设计规划气象站、观鸟台等，“目的就
是通过生态修复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树立动植物保护的观念。”

如今，大学毕业的沈福海即将开启
下一段不寻常的旅程——他放弃了一
家大型跨国企业的工作机会，将前往多
哥的洛美大学孔子学院做一年汉语教
师志愿者。

“在部队的经历让我明白——要怀
揣一颗甘于平凡的心，为老百姓做实
事；在一次次实践和志愿服务中，我更明
白了人生的价值，所以我选择去国外做
志愿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沈福海说。

服过兵役 去过青海支教 做过环保志愿服务

放弃大型跨国企业 他去国外做汉语教师志愿者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关注高校毕业就业季③

7月3日下午，夏日炎炎。在渝中
区菜袁路旁的老旧小区，渝中区公安分
局菜园坝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胡从伟正
挨家挨户地走访，汗水浸透了他的后
背。

1989年，18岁的胡从伟怀揣报效
祖国的满腔赤诚走进了军营，奔赴老山
前线。16年野战部队的磨砺，铸就了
他身上坚韧的意志，以及雷厉风行、吃
苦耐劳的军人作风。

2005年夏，部队转业，胡从伟坚定
地选择做警察，加入了渝中区公安分
局。每一天，他走街串巷，嘘寒问暖，做
着平凡的基层社区警务工作，成为老百
姓眼中的贴心人。

老照片里写满热血青春

“如果热爱生活，就从热爱工作开
始；如果热爱祖国，就从干好工作开
始。”胡从伟说。

胡从伟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江川
县一个中越边境接壤的小山村，威武的
解放军战士和托运物资的战马，时常从
家门口经过，备受震撼的他每天都盼望
着长大，成为一名军人。

1989年3月，18岁的胡从伟如愿
参军，仅仅经过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就
被编入解放军某野战部队进驻老山前
线，端起枪，走上战场。

“那时真是血气方刚！在部队里学
习各种实战技能，在阵地最前沿与敌人
较量。”胡从伟翻出几张野战部队时的
老照片，照片中，身着绿色军装的他，端
着枪，匍匐于丛林中，目光坚定地注视
着前方。

“前线的条件很艰苦，特别在丛
林作战时，天气湿热，漫山遍野都是
吸血蚂蟥，一拍腿上全是血。住，是潮
湿闷热的‘猫耳洞’；喝，是混着泥沙
的河沟水；物资补给也需要从10多公
里外人力背运。茂密的丛林间布满了
地雷，曾经就有战友因误踩被炸伤。”
胡从伟看着一张张老照片，往事历历
在目。

“虽然环境艰苦，但内心却是火热
的，想着保家卫国、人民安定，一切都
值。”胡从伟在当兵第3年入了党，此后
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希望处处起到模
范带头作用。老山前线回来后，他不断
加强队列、打靶、投弹等训练，逐步提高
单兵作战能力。期间，更与战友们多次

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为了完成铺设光缆的任务，

我们连续几年到巴南、内江，甚至海拔
3700多米的大凉山上挖沟、开山，风餐
露宿，最后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16年的军营生涯，胡从伟更加成
熟自信、干练沉着，逐渐从一名普通士
兵，成长为班长、排长、连长……1991
年8月，因在部队执行武装泅渡嘉陵江
演习任务中的出色表现，荣立个人三等
功。

他成社区居民贴心人

从军营到警营，改变的是服装的颜
色，不变的是为民服务的情怀。

2005年，警营，成了胡从伟转业后
事业的新选择。“从部队转业，可保卫一
方平安的热情并没有消退，所以锁定警
察这一职业。”

当年9月，胡从伟加入渝中区公安
分局，成为王家坡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
警。一切又都从零开始，胡从伟只想着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工作，做好
一名普通的人民警察。“能做的事一定
做好，难做的事想办法也要做好。”

刚来到社区，见惯“大场面”的胡从
伟也有些发懵，当时他负责的菜园坝街
道竹木街片区，环境及人员结构很是复
杂，区域内几乎都是平房，又临近铁路，
靠近江边，治安状况相当突出。

“刚开始真是焦头烂额，辖区内，冬
天居民烧柴烤火，要防火灾；夏天江水

暴涨淹毁民房，又要防水灾。”胡从伟
说，当时一遇洪水，所里很多民警都要
出动，一起帮助群众搬电视、抬家具，帮
助群众减少财产损失。

尽管困难很多，但胡从伟下定决心
迎接挑战。“身份变了，作风不能变，部
队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胡从伟想到一个“笨办法”：天天在
辖区里转，挨家挨户走访，了解他们的
真实需求和困难，逐渐摸清辖区情况，
同时也让大家认识了他。另一方面，他
善于“动脑筋”，重点盯防易违法犯罪的
不稳定人群，多谈心、勤开导。只要居
民有需要，一个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
赶去解决。

“有一次，是个下雨天，为了尽快赶
去居民家中调解纠纷，鞋都跑掉了一
只，当我一身泥水到达现场，纠纷双方
见状，都不禁笑了起来，我再经过设身
处地的劝解，矛盾很快得到化解。”胡从
伟笑着回忆。

用细致入微的工作去赢得
群众的信任

“入党时，我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为人民服务，不是口
号，它需要用一个个细致入微的工作，
去赢得群众的信任。”

胡从伟说，不管是在部队上带兵，
还是在警队服务百姓，都需要实事求是
办事。“对于老百姓来讲，只有通过一件
件小事，真心地关心他们家里的实际困

难，才能走进他们的心，才能获得彼此
信任。”

前不久，调入菜园坝派出所的胡从
伟接到一个警情，称近段时间辖区数户
居民家里的锅碗瓢盆、自行车等物品被
盗。正当他四处寻找线索时，70多岁
的社区居民王婆婆主动打来电话，告知
嫌疑人藏身的宾馆位置，胡从伟和同事
快速抵达现场。这一次不但抓住了盗
窃自行车的小偷，一举端掉了这个盗窃
团伙，还抓获了一名网逃人员。“这就是
群众的力量，你真心为他们好，他们也
会真心待你。”胡从伟说。

现在，胡从伟管理的平安街社区，
有6000多户近两万人，辖区外来人口
多，开发商与住户扯皮、小区电梯维护、
校园安全防范等等，只要居民有需要，
他都会第一时间到场。“通常指挥中心
或者派出所才接到警情，他此时已经在
现场展开工作了。”胡从伟的同事介绍
说，辖区居民有啥事，都愿意直接找胡
从伟帮忙。

菜园坝派出所的同事们都喜欢管
胡从伟叫“胡连长”，对于这个称呼，他
觉得很亲切，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
醒。同事们都说，“胡连长”身上一直都
带着军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对其他
同事也是一种激励和榜样。

如今，49岁的胡从伟，头发已经花
白。他说，当社区民警的14年，感觉心
彻底沉淀下来了，实实在在地与老百姓
走到了一起，也真正体会到“保家卫国”
这四个字的温度。

胡从伟从“英雄连长”变成“贴心片警”

居民有啥事都愿直接找他帮忙
本报记者 周松

沈福海与他在青海支教时的学生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胡从伟参加社区警民恳谈会。 （渝中区公安分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7月 1
日，巫山脆李品牌形象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巫山脆李首次面向全球发布全新品
牌视觉形象和品牌口号——“巫山脆
李 李行天下”，标志着巫山脆李走向
世界。会上，巫山脆李还被中国气象服
务协会授予“中国气候好产品”认证标
志。

地处三峡库区的巫山，以红砂土壤
为主，空气湿度充沛，非常适宜水果生
长。据史料记载，巫山脆李种植始于唐
宋年间，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近年
来，巫山县不断优化种植技术，脆李产
业发展迅猛，成为全县主要的特色效益
农业之一。

新一代巫山脆李品牌形象以绿色
为主色调，中间用书法写着“巫山脆
李 李行天下”这一品牌口号，左侧则
用漫画的笔触描绘了孩童采摘脆李的
场景。“绿色代表自然、生命与活力，反
映了巫山脆李的生长环境与产品特点，

而‘孩童摘李’这一漫画场景则是为了
勾起人们对儿时味道的怀念。”巫山县
相关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时下，巫山23万亩脆李已陆续成
熟，8万吨巫山脆李即将销往各地。
根据这一品牌形象，巫山脆李将推出
1.0公斤白色时尚包装、2.5公斤红色
礼品包装和5.0公斤绿色商务包装，以
满足不同顾客的消费需求。“为确保今
年巫山脆李卖得远、卖得稳、卖得好，
我们已与顺丰速运、京东商城、中国邮
政等多家物流公司合作建成脆李专业
销售体系，共开通了35条冷运干线，
使巫山脆李从田间采摘到空运至全国
各地最多只需要48小时，这也为巫山
脆李走出国门奠定了基础。”该负责人
说。

据了解，以巫山脆李品牌树立为样
板，接下来，我市还将在巫溪、奉节、云
阳、开州、万州等地打造李产品品牌，助
推全市李产业向品牌集群化发展。

巫山脆李发布全新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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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脆李全新视觉形象。 通讯员 向君铃 摄

曾经瘫痪在床的秦安全，病情逐渐好转，如今开始下地干农活。
通讯员 龚杰品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颜 安 通 讯
员 龚杰品）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
立98周年纪念日。黔江区黄溪镇塘
河村二组村民秦炳林一家，在自家堂
屋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仪式——“算
账”！

他们要算的，可不仅是简单的经济
账，还有这些年家里的变化，这些年党
的恩情！

土家吊脚楼的堂屋里，77岁的秦
安全站在正上方作“主持”，儿子秦炳
林、儿媳付正芳端坐下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秦
安全回顾了家里几十年来的经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家分
得土地，由长工变成农民，他家开始在
这吊脚楼生活。

1992年，秦炳林的前妻抛下儿子
离家出走。2014年，秦安全的妻子病
逝，家里欠下2万多元债务，而孙子秦
煜峰年过28岁也未找到女友。由这3
名男性组成的家庭，被人称为“光棍
堂”。

2015年，秦炳林打工受伤，右耳失
去听觉，同年，秦炳林的儿子秦煜峰不
幸患了一场大病，欠下医药费 8000
元。这个家真正成了贫困户。

2017年，时任塘河村驻村扶贫工
作队副队长范昌平来到秦安全家，精准
制订了“酿酒+养猪”的产业脱贫方
案。随后，黄溪镇党委书记王山河来到

秦安全家走访，一起研究产业发展资金
问题，并通过银行快速发放“扶贫小额
贷款”3万元。镇政府也给他家送上产
业扶持金 2000 元，并免费提供水管
200米，引来了山泉水。产业项目如期
启动后，秦炳林、秦煜峰父子俩每天起
早贪黑，专心酿酒、养猪。很快，全家年
收入达到6万元，摘掉了“贫困帽”，“光
棍堂”隔三岔五也有了媒婆来访，秦煜
峰随后成家，2018年秦炳林又与能干
的付正芳结为夫妻。

“我瘫痪在床时，双手揭不开4公
斤重的被子。”秦安全说，2016年他患
下重病，因享受合作医疗保险、大病医
疗保险和小额人身保险，得到全方位治
疗，病情逐渐好转。如今，秦安全还有
了家庭医生——隔三差五地打电话了
解秦安全的病情。

2017年至今，秦炳林一家卖肥猪
208头，收入28.9万元，现在猪圈里还
养着5头母猪、23个小猪崽。酿酒从
2017 年开张以来，截至目前已酿酒
10000公斤，收入12万元。

去年9月24日，为喜迎国庆节，全
家在大门上庄重地贴上了一副对联：

“精准扶贫百姓欢娱贫民摘帽，英明励
志万家圆梦政府安心”，横批“长铭党
恩”。

“今天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
年的特殊日子，我特意来说这些往事，
算算账，就是想让大家都记住——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秦家世世代代永远都不要忘了党的恩
情！”秦安全说。

精准的产业脱贫方案让这个家庭实现脱贫

吊脚楼里“算账”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