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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楼见证了中国革命转危
为安、转败为胜伟大抉择的诞生。”
83岁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
兴咏说。

“这棵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里
唯一一个‘活着的文物’了。”67岁的

“树医生”张本光说。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

路 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一座灰
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
小楼，东侧一棵高 10余米的大槐
树，几乎在所有有关会址的图片、
镜头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相依相伴
的身影。

一座楼，一棵树，风雨同舟80多
载，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它们
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
境内，1935年初强渡乌江后，攻克黔
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红军
在黔军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
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即后来闻名中外的遵义会议。

“柏辉章是国民党黔军第二十
五军二师师长。20世纪30年代初
开始建造的柏公馆，用料很讲究，比
如花窗、彩色玻璃等，在当地很罕
见，据说很多都是从上海专门运到
遵义的。”田兴咏说，“柏公馆建了大
概一年多，成为遵义城首屈一指的
建筑，房子旁边种了棵小槐树。”

柏辉章公馆当时在遵义城内无
人不晓，红军到达遵义城之后，柏辉
章家人吓得逃跑了，红军总司令部
驻扎了进来。

踩着木楼梯来到二楼的一个房
间，地面铺着红木地板，天花板上吊

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
形的桌子，椅子围成一圈。

当年，20名参加者，在这间仅有
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作
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
胜的伟大抉择。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
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
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
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他的发
言得到了包括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
分人的支持。

会议作出了“选举毛泽东同志
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决定，实
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
红军的领导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
遵义会议，称之为“在党的历史上是
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
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
任飞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一
首《遵义会议》诗作，道出了转折后
他的欢欣鼓舞。

遵义会议在每一位经历者心中
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当
中许多人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
到遵义会议。

多少年后，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清楚记得的，还有会址外的那棵小
槐树。

20世纪70年代，田兴咏为了收
集长征资料，来到北京采访康克清。

“康大姐说，召开遵义会议时，
她居住在二楼一个房间里，打开窗
子，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树。”
田兴咏说。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生
机。

记者登上遵义会议会址主楼二
楼，站在位于东侧的“朱德、康克清
住室”走廊上，可以看到，走廊护栏
与大槐树树干距离很近，散发的大
槐树的枝条，来客甚至伸手便可够
到。

据统计，1970年以来，遵义会议

会址接待中外游客近9000万人次，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聆听红
军生死转折的故事，了解到这座小
楼非凡的意义。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棵大槐树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这棵槐树就是一棵有生命的
文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转折的见
证者。当人们看到这棵树，就会想
起那份记忆，深受感动。所以我对
它情有独钟，很珍惜它。”和古树名
木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张本光说。

2003年，大槐树树干上因细菌
引发长了一颗直径45厘米的“恶性
肿瘤”，张本光果断决定用斧头切
除，共修补了7处地方。切除“肿瘤”
后的大槐树，生长得更加枝繁叶茂
了。

“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病虫害
它都遇到过。”张本光说，“就像一个
政党，发展道路上也会碰到各种问
题，关键是要向恶疾亮剑，对病灶开
刀。”他拿着枝剪、铲子等工具，一面
为大槐树清理青苔、修剪枝条，一面
对记者说。他会定期来会址，义务
为大槐树做“体检”，以预防病虫害。

岁月如梭，80余载时光，无论经
历多少风风雨雨，哪怕风高浪急，共
产党人的信仰坚如磐石，信念的力
量驱动着他们乘风破浪。

“要让‘干人’（穷人）过上好日
子！”在遵义农村的一些老建筑上，
这样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在遵义
会议纪念馆里，也有这样的类似标
语。在那些战争岁月里，每到一地，
红军都要打开地主、富户的粮仓，把
粮食分给那些被反动派榨干了的穷
苦百姓。

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
重兵围追堵截，毛泽东等指挥红军
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
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
金沙江……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
血、矢志不移的崇高理想，就是让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代代共产党人，将信仰的旗
帜高高举过头顶，将必胜的信念牢

牢埋在心底。
英雄的精神在红色土地上绵

延，在新的战场上传承，书写着穿越
时空的信仰答卷。

距离遵义会议会址100公里的
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共产
党员黄大发自20世纪60年代起，带
领200多名群众，历时30余年，靠着
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硬生生在
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米、地跨3
个村的“生命渠”，结束了当地长期
缺水的历史，被称为“大山里的愚
公”。

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如今的共产党人同样斗志昂
扬。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遵义
市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51.38万
人，先后实现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871个贫困村出列，撕掉了千百年来
的贫困标签，书写了新的转折。

“遵义人民以实际行动告慰长
眠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灵。”遵义市委
书记魏树旺说，遵义会议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
富，也始终是遵义人民战胜困难、走
向胜利的精神力量。

如今，游客来到会址参观会发
现，小楼旁的槐树不止一棵，而是两
棵了。20世纪80年代，大槐树的一
颗种子落到树下泥土中，慢慢生根
发芽，如今也有10米高了。两棵槐
树生长方向正好相反，慢慢地，竟然
形成一个“V”字形。

“‘V’字象征着中国革命必胜，
中国新的百年必胜。”张本光说。

如今，站在大槐树下，用手指比
一个“V”字，与会址合影留念，已成
了不少年轻游客“打卡”会址的流行
拍照姿势。

胜利在来时，胜利在当下，胜
利在前方，似乎已成为属于这座
楼与这棵树的特殊符号和专属意
义。

（新华社贵阳2月9日电）

一座楼·一棵树·一个光辉时刻
——遵义会议会址的红色故事

2月12日，大年初一，阳信县洋湖乡张
杨村的文化大院里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村
里的鼓子秧歌队走街串巷，向乡亲们拜年。

秧歌小队闹春阳，毂击肩摩不暇狂。
在铿锵的锣鼓声中，秧歌队的演员们身着
喜庆的服装，踩着欢快的鼓点，带着幸福的
笑容扭起秧歌，一招一式体现了劳动人民
积极向上的节庆气氛，用舞姿表达着对新
年的祝福。

阳信鼓子秧歌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洋湖乡因鼓子秧歌的普及推广，被评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张杨村是阳信
县鼓子秧歌的发源地，是远近闻名的“秧歌
之村”。20世纪末，受市场经济和现代娱
乐形式的冲击，鼓子秧歌这一民间艺术一
度陷入低谷。近年来，村党支部以党建为
引领，传承和发扬“鼓子秧歌”，探索出了一
条文化旅游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我们村没有多少村集体经济收入，但
是村两委班子对村里的秧歌事业发展格外
支持，要钱给钱，要服装给买服装、要设备
给买设备，给予了特别大的支持和帮助。”
鼓子秧歌管委会主任杨增岐说。

近年来，张杨村“两委”积极引导村内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全村党员带
头参加鼓子秧歌各项活动。因鼓子秧歌是
一项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必须得有活动场
地，村“两委”多方筹资，对村级活动场所进
行了升级改造，建设硬化了800平方米的
文化大院，为群众组织文化活动提供了场
地和空间。

自2004年起，村党支部书记王文祥带
领村“两委”成员成立了鼓子秧歌管委会，
鼓励党员带头，广泛发动群众，重新组建张
杨村秧歌队。秧歌队成立之初，村“两委”
党员干部自掏腰包，筹集经费，组织外出学
习、聘请专家指导，并成立了梨乡风情旅游
开发（山东）有限公司，多方联系参赛参演，
开发本村文化旅游产业，每年为村集体增
加收入8万元。

近年来，张杨村先后获得全省群众文
化辅导基地、社会文化先进单位、省乡村旅
游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2018年，张杨村
鼓子秧歌队参加了“第四届‘乐生活·常青
藤杯’全国中老年优秀文艺节目邀请展”，
荣获金奖；2019年，张杨村鼓子秧歌队参
加全省非遗舞蹈大赛荣获二等奖，并受邀
参加了邯郸第十四届中原民间艺术节和第
八届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张杨村鼓
子秧歌队正逐渐走出洋湖，走向全国。

新春 基层走走
大年初一鼓子秧歌“闹”新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隋付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胡德民 薛玉江 报
道）日前，滨州市教科院公布
2020年滨州市中小学高效课堂
优秀教学模式、优秀校本课程、
优秀校园社团评选成绩，滨城区
三河湖镇实验学校申报展示的

“先学后教、分组互助”高效教学
模式荣获二等奖。

据了解，滨州市教科院组织
开展的高效课堂优秀教学模式、
优秀校本课程、优秀校园社团评
选活动，是全面实施国家素质教
育，积极深化新课程改革，促进
学校内涵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
的国家级课题。三河湖镇实验学
校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这一认知规律，提出并探
讨开展“先学后教、分组互助”学
习课堂模式，使学生小集体成为
认识的主体，使分组互助学习成
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学习模式。

该教学模式主要由导入课

题出示目标、个人自学、小组互
学、全班帮学、教师帮教、当堂检
测等六个部分组成，以小组教学
为主，辅之以目标教学、自主探
究、合作学习、质疑学习等多种
方法；以学生的学习和展示为主，
辅之以教师的适时点拨；以对小
组评价为主，辅之对学生的个人
评价，达到了面向全体、提高效率
的目的，做到了堂清、人清，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认知。

该校通过探索实施“先学后
教、小组互助”高效课堂教学模
式，让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和能
力、小组合作的意识和能力都有
所增强，学生的上课积极性和发
言积极性明显提升，成绩逐步提
高，同时教师的教学理念进一步得
到更新，课堂上做到了精讲多练，
充分体现出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
地位。2020年，全校88名教师中
有51人分别被评为市、区级教学
能手、学科带头人和教学名师。

三河湖实验学校
高效教学模式获全市二等奖

秧歌队的演员们身着喜庆的服装，踩着欢快的鼓点，带
着幸福的笑容扭起秧歌，表达对新年的祝福。

大年初一早晨八点多，洋湖乡张杨村秧歌队的演员们
正在精心化妆，为父老乡亲拜年的秧歌马上就要扭起来了。

鼓子秧歌的跑位模仿带兵打仗的阵法，气势磅礴。村民跳起粗犷、奔放的鼓子秧歌，热热闹闹贺新春。

按照村里的惯例，初一早上，秧歌队要围着村子“走”
上一圈，到文化大院里“露”上一手。

如何保持生活健康

1、一天不要喝两杯以上的咖
啡，喝太多容易导致失眠、胃痛。

2、少吃多油脂的食物。因为得
花5—7小时去消化，而且它能使脑中
血液集中到肠胃，易使人昏昏欲睡。

3、每天喝酒不要超过一杯，因
为酒精会抑制制造抗体的B细胞，
增加细菌感染的机会。

4、不抽烟，拒吸二手烟。

5、减少盐腌、烟熏、烧烤食物
的食用量。

6、每天摄取新鲜的蔬菜与水果。
7、正确饮食习惯，应该是“早

上吃得像皇帝，中午吃得像平民，
晚上吃得像乞丐”。

8、眼睛只要睁着，就随时有被
感染的可能。绿色蔬菜可以补充
足够的抗氧化素，因此能有效保护
眼睛的健康，让眼睛免受外界的侵
害。所以，不妨在每日的饭桌上多
一点绿色蔬菜，例如芹菜、黄瓜等，
对健康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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