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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袁震宇 俞菀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浙江嘉兴，是中
共一大南湖会议召开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一代
代“红船人”，用生命守护着红船，用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着红
船故事。

造船

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转
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中举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这艘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
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

这艘画舫，新中国成立时已难觅踪迹。1959年，南湖革
命纪念馆开始筹建。现任馆长张宪义回忆说，建馆的中心是
船的复建问题。在多方考证和细致还原后，送往北京的船模
得到了认可。经过紧张施工，1959年10月1日前，南湖红船
在蓝天秀水间重现。

“我的父亲、两个姐夫、师兄和我，参与了大部分船体的
建造。”嘉兴造船厂原副厂长萧海根曾这样谈起当年造船时
的情景，“大家加班加点地干，每天晚上都不回家，累了就在
一个小房间里休息。”

广西运来的老杉木，江苏请来最好的雕花师傅，橹、篙、
藤床、梅花桩，一遍遍细致打磨、精雕细琢……

“船体刷的是紫光漆，刷这种油漆时对环境温度的要求很
高，必须是25摄氏度左右。但我们那时候没有空调，风扇都没
有，怎么办呢？大家想了个土办法，煤气炉上架锅烧水，整个房
间烟雾腾腾的，用这样的办法保持住了温度。”萧海根说。

几十年岁月流过，不变的是匠人初心。“那时候造船，没
人是为了钱，而是觉得无比光荣。一提到红船，我心里就高
兴。”萧海根说，“我一生中造了30多种船，最幸运的，就是参
与造了这艘红船。”

护船

20世纪90年代，萧海根在红船旁给南湖革命纪念馆的
工作人员做报告，观众席中有一位年轻的护船工，名叫张新
志。近30年来，他一直是南湖红船的忠实守护者。

“一般的木质船很难保存这么多年。但南湖红船不一
样，这是我们的母亲船，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她保护好。”1985
年，张新志入职南湖革命纪念馆，主要负责红船的维修保护
等工作。

一年一小修，两年一大修。每次维修，张新志和同事们
都要把红船的1000多个零部件挨个儿检查一遍。大暑时
节，他们在烈日直晒下给红船木板抹桐油。八道桐油，抹完
一层，晒干，再抹一层，确保桐油完全渗透进木板。“夏天的时
候，别人希望下雨降温，我们就怕下雨耽误修复，光抹桐油这
道工序，就要50多天。”

台风来临，张新志和同事们时刻守在红船旁，根据风向
和水位，拖拽红船不断换到避风的位置；寒潮来袭，他们不惧
冰冷刺骨的湖水，为红船清理冰霜和积雪……

2018年，张新志光荣退休，还是时常会带客人、朋友到红
船边讲故事。“跑到哪里，我都会说，我是南湖修红船的”“小
船上诞生了大党，红船精神引领中国。守护红船是多么光荣
的事情啊”。

颂船

张新志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
妻子徐金巧，曾是嘉兴地区京剧团当家花旦，1984年到南湖
革命纪念馆工作。女儿张一，自小在南湖边长大，如今已是
红船旁的金牌讲解员。

“爸妈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聊天，
经常三句不离‘南湖’和‘红船’。”张一说，“妈妈告诉我，讲解
员表面看光鲜亮丽，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对个人素质要求
很高。爸爸告诉我，讲好南湖红船的故事，是一个光荣而艰
巨的使命，要以岛为家、以馆为家……”

这些年，张一接待了许许多多来看红船的人。参观者聆
听她的讲述，她也从参观者身上收获感动。张一曾接待过一
位80多岁的老红军，老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红船时特别激
动。他对张一说，自己年岁大了，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嘉兴南
湖，再亲眼看一看红船。

“先辈们给我树立了榜样，现在，我要为后代树立榜样！”
张一说。 （新华社杭州1月21日电）

承此一诺
必守一生
——我在南湖守红船

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727日摄日摄）。）。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昱徐昱 摄摄

停靠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南湖红船（2020年10月27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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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邹书记，你来得正好，我给你们喂了
三只羊子，快点拉回去哈！”

“谢谢！谢谢！不要，你们留着自己
吃或者卖钱吧！”

“我已经卖了两万块的羊子钱，羊圈
里还有十几只，你们干部巴心巴肠地帮
我，这次不拉起走，我就不准你走！”

……
1月19日，奉节县副县长、平安乡党

委书记邹远珍又如往常一样走村串户。
没想到路过长坪村二社时，她被脱贫户文
传秀拦了下来，说什么也要让她牵几只羊
子走，邹远珍好不容易推脱，赶紧三步并
两步“逃离”。

逃饭、逃酒、逃赠送的土特产，几
乎成为平安乡干部普遍有些头疼的问
题。“脱贫攻坚以来，我们把所有干部
和工作人员都‘赶’到村里，和村民们
常联络，掏心窝子，实打实帮扶，畅通了
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邹远
珍说。

小到手机坏了，大到吃不上
水都帮忙解决，干部成为群众的
“贴心人”

这不是文传秀第一次送羊子表达谢
意了。十多年前因为政府帮忙搬迁，她就
送过一回。

前几天，邹远珍发现文传秀的手机经
常“扯拐”，给她打电话常常没信号，于是
便趁着到县里开会的机会，自作主张帮她
捎了一部手机回来，把文大娘感动得不
行，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精准扶贫，其实就是针对每一户人
的不同情况，开不同的‘药方子’，只要你
对这户人家足够了解，以现在的扶贫政策
和帮扶力度来说，怎么会脱不了贫呢？”邹
远珍说。

摸清底数查清民情是关键。结合
工作实际，平安乡开展了干部大走访，
同时又根据“两不愁三保障”要求，让教
师、医生和农技员遍访、引导、服务群
众，增进干群鱼水情，防止贫困代际传
递，防止因病致贫，确保产业扶贫落地
见效。

干部走访中，平安乡坚持对所有贫困
户“家家到户户落”，挨家挨户建户情档
案、解民怨民难，宣讲政策，收集问题，现
场办公。

从市侨联到长坪村担任第一书记的
赵昕，至今仍清楚记得到村后的第一次走
访。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赵昕沿着
羊肠小道，气喘吁吁地走进一位老人家
里：“大爷，我是新来的第一书记，想了解
一下你家情况……”

谁知话音未落，老人的脸色一垮：“管
你第一书记还是第二书记，有本事你把水
给我整来。”

老人家的话就像一瓢冷水泼在了赵昕
火热的心上。他仔细打量大爷家，发现连
水缸、小水池都干得起了裂口。老人说他
已经一个月没洗头、没洗澡、没洗衣服，甚
至饭碗也是几天才洗一次。赵昕越听越不
是滋味，暗下决心：一定要帮村民找到水。

“赵书记，天下大雨时，我看见凤凰岩
崖上有股水流出。”退休老支书王柏林告
诉赵昕。已经跑遍全村还未发现可靠水
源的赵昕一听，立即兴奋起来，“走！带我
去看看。”

凤凰岩是长坪村的一座莽莽大山，因
岩尖高耸形似凤凰头而得名。在距山顶
约三四百米那一段，四周几乎全是垂直的
陡壁，很少有人上过山头。

赵昕听说有水，就和几名工作队员带
着大砍刀、粗麻绳等工具，一路披荆斩棘
摸索了1个多小时，才艰难地爬上了山
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半山陡崖
处果然发现了一股山泉，泉水汩汩涌出，
清洌甘甜，大家兴奋得大喊大叫，咕咚咕
咚地手捧甘泉喝了个饱……

水源的问题顺利解决了。当一根水
管牵进潘大爷家，“哗哗哗”的自来水流进
缸里，潘大爷笑了。

近年来，平安乡112名工作人员深入
基层开展常态走访3.08万人次，有效密切
了与群众的感情——在国家贫困县退出专
项评估检查中，群众满意度达到了97.6%。

定期体检治未病，及时诊断
突发疾病，医生成为村民健康的
“管理员”

天寒地冻，雪花纷飞。
农历大寒这天傍晚，平安乡平安社区

一处院坝里，乡村医生丁地炜和两名同事
结束了一天的巡访，正准备返回平安乡卫
生院。

汽车刚发动，56岁的村民刘德美追
了出来：“落雪、地滑、要注意安全。”

“晓得，你赶紧回去，莫冷到了。”车
里，丁地炜大声回应着。

“我有乳腺癌，老公又有风湿性心
脏病。小丁医生定期过来给我们检
查。”说起自己的病情，刘德美打开了

“话匣子”。
对像刘德美一样身患重病的村民来

说，丁地炜的定期巡访，不仅是病情稳
定的基本保障，更给他们带来了生活
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丁地炜清楚地记得，两年
前的一天，他们在巡访时发现
村民吴昌禹脸色蜡黄，已无法
下地干活，但吴昌禹却拒绝就
医，认为忍一下就会好起来。“检
查发现他不仅全身都呈现蜡黄色，
而且右上腹部还持续胀痛。”丁地炜
询问后得知，吴昌禹还有梦游的症状，

“这是很典型的胆总管结石，需要马上
就医”。

随后，平安乡卫生院与奉节县中医院
取得联系。因为治疗及时，吴昌禹捡回了
一条命，如今身体已完全康复，又能下地
干活了。

“我们把医务人员分成3个小组，每
组4人，一般一个村巡访一次要3天时
间。”平安乡卫生院副院长黄德功介绍，卫
生院的17名医务人员，负责全乡12个村
2万多人的医疗巡访。

因为巡访，不少医生和当地群众成
了“老熟人”。“来！向医生，快歇会儿，
喝点茶！你看你说话声音都沙哑了！”
几天前，平安乡双店村的王丹凤端出一
杯热茶，递给了正在为村民看病诊治的
向医生。

向医生叫向聪方，原是奉节县吐祥镇
中心卫生院内科主任，2018年3月被选
派至平安乡卫生院开展健康扶贫帮扶工
作，并成为平安乡双店、射淌、和平、文昌
四个村的家医巡访组组长。每个月，他都
会带领着自己的服务团队，去4个村巡诊
巡访。很快，不少爷爷奶奶兜里都揣上了
他的名片，身体一出现不适，就赶紧找他
诊治。甚至有些老人家身体没病，偶尔也
到巡诊点来排队，就是为了跟向医生见上
一面、聊上几句，他们是向医生在平安乡
的忠实“粉丝”。

病痛是贫困群众脱贫最大的“拦路
虎”之一。近年来，平安乡建立起包括定
期问诊、实时送诊、集中义诊在内的医生
巡访全覆盖体系。医务人员经常利用群
众会、赶场天，或在集镇、或在各村便民服
务中心等人群聚集地，免费为群众进行健
康体检，提供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健
康教育、个性化健康管理等服务，有效预
防了因病致贫，最大限度保障了平安群众
的身体健康。

送教上门，给予孩子们更多
关怀温暖，老师成为农村学生的
“守护神”

“我第一次上门时，看见小琴蜷缩在
火炉旁，浑身发抖，满眼恐惧。”平安乡文
昌村小学老师张原回忆道。

12岁的小琴智力残疾、行动不便，
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不仅要操
持家务，还要忙农活，也很少有时间陪

伴小琴，以致小琴成天愁容满面，愈发
呆滞。

两年前的一天，按照教师家访的要
求，刚到文昌村小学任教的张原第一次走
进小琴家，看到孩子满脸惊恐，见人就躲，
他决定要尽己所能，帮助她走出阴霾。从
那之后，张原坚持每周去小琴家，先和孩
子混个“脸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小
琴由最初的躲避，到张望，到好奇，到最后
终于能安静地坐在张原身边了。不知不
觉，张原坚持到小琴家走访已近两年时
间，现在小琴变得开朗多了，不再害怕陌
生人，张原每次去家访，小琴还总是远远
相迎。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是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平安乡的
58名教师，逐一家访辖区内的1098名小
学生，把孤儿、单亲、留守等特殊情况学生
家庭作为重点家访对象，通过沟通学生教
育方法、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开展心理健
康疏导等方式，关爱学生成长。尤其是针
对623名留守儿童，开展了“搞一次家访、
看一次家长”活动，家访教师每月通过微
信视频联线家长，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家庭
的温暖和社会的关爱，营造起家庭、学校、

社会“三位一体”的家校共育氛围，
给予了孩子们更多温暖关怀和教
育帮助。

带资金、带信息、带项目、
带技术到农业生产一线，科技

特派员成为农民致富的“传经人”

雨雪初霁,天气放晴，在茫茫大雪和
刺骨寒风中，平安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段龙和几位工作人员冒着严寒，来到了
桃树村。

一进村，他们就遇到了村民王正平。
“段主任，哪里去？”看到带队的段龙后，王
正平格外熟络地打起了招呼。

王正平曾是村里出了名的“牛贩子”，
后来随着年纪增大，体力渐弱，再也禁不
起东奔西走，就忍痛卖掉了种牛，经济来
源减少也因此成了他的愁心事。正当他
一筹莫展时，驻村工作队谋划推出桃树村
的产业发展规划，发动群众种植独活（一
种中药材），王正平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种植了1亩。种植过程中，段龙时常到王
正平的地里进行技术指导，两人就此熟悉
了起来。

专业的指导加上自己也虚心好学，王
正平家种植的独活长势喜人，当年就卖了
5000多元。

平安乡负责人介绍，为了帮助农民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增收致富，乡里坚持
开展农技随访：科技特派员包村定点，带
资金、带信息、带项目、带技术到农业生
产一线，采取手把手现场讲解、亲身示范
指导、入户面授交流等形式，大力推广应
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培养懂技术、会
经营、善管理的本土人才，构建起了“家
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的稳定长效脱贫
机制。

截至目前，平安乡以小水果、中药材、
蔬菜为主导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达
到7.6万亩，覆盖100%的贫困村和贫困
户。2020 年，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3045元。

近年来，平安乡开展全覆盖走访7
次，召开院坝会300余场，解决群众问题
1772个。曾经吃水靠天、消水靠洞、出门
要出县、出村要翻山的平安乡，如今已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家吃上安全
水，天堑变成了通途，荒地里种上了中药
材，平地里建起了蔬菜大棚，半山上栽满
了小水果……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平安乡负责人说，下一
步将推动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转变、扶
贫尖兵向人才振兴转变、文化扶贫向文
化振兴转变、环境整治向生态振兴转
变、治理乡村向组织振兴转变，全力打
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市级
示范乡。

奉节平安乡：“四访”访出小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