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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如今
村里八成以上的家庭都有了汽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渡江打响
昌都战役的见证者，今年79岁的普
巴老人，向来访者叙说着岗托村的
沧桑巨变。

岗托是川藏两省区交界处的咽
喉要道，金沙江作为一条天然屏障，
曾经阻挡了当地百姓走向富裕的脚
步。随着交通、通信等瓶颈问题的
破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向东跨过
金沙江，向西翻越矮拉山，包工程、
跑运输、开商店……抓住党和国家
大力建设西藏的大好机遇，共同书写
着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时代传奇。

“我第一次吃到的白
米饭，是解放军战士做的”

穿越金沙江，岗托村阿尼松钦
山壁上的“西藏”两个红色大字赫然
在目。

1950年 10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解放昌都，在
岗托村渡过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
役”第一枪，岗托村得到解放，这里
成为西藏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地
方，岗托村也被誉为“西藏解放第一
村”。“昌都战役”掀开了昌都历史崭
新的一页，拉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
序幕。

时隔71年，当年的情景，普巴
老人仍然历历在目。

“我们在睡觉，听到枪声就醒
了。”当时仅8岁的普巴，还与父母
住在山上的破房子里。

十八军战士驻扎在村里，田野
里搭起了很多帐篷。“慢慢地，我就
和十八军战士们玩在一起。十八军
战士还经常送东西给村民。我第一
次吃到的白米饭，就是解放军战士
做的。”

后来，小普巴经常与村民们观
看十八军放映的电影宣传片，从中
知道了毛主席，知道了北京，知道了
国旗上红色与五颗星的寓意。那时

起，十八军战士们军帽上的红星，像
种子一样，植根在普巴心中。

“全村人衣食无忧，这
在旧西藏是想都不敢想的”

如今，“西藏解放第一村”岗托
村已成为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正在积极打造4A级
民俗休闲度假区。

71年前的岗托村，和西藏其他
地方一样，群众生活在黑暗的封建
农奴制社会，绝大多数人是农奴。

“我们一家是‘差巴’（为西藏地方政
府和所属农奴主支差的人，可简单
理解为普通农户），住的房子都是很
老旧的土坯房，一下雨就漏水。”普
巴回忆说，岗托村解放后，村民的生
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58岁的永红，从1996年
开始先后担任村委会主任、党支部
书记。“有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再
加上大家埋头苦干，2020年全村年
人均纯收入达12552元。”永红说，
现在全村人衣食无忧，生活幸福快
乐，这在旧西藏是想都不敢想的。

普巴告诉记者，他的4个子女
都已成家立业，其中2个子女是公
职人员。和普巴一样，岗托村许多
家庭培养出了大学生。岗托村选派
第一书记薛伟提供的一组数据显

示，村里现有126户593人，已毕业
大学生 25 人，在校中小学生 148
人、大学生48人。

“这份恩情，我们不会忘记”
漫步岗托村，红色历史与文明

气息扑面而来。
一栋栋独具康巴特色的藏族传

统民居新颖别致，让人眼前一亮。
家家户户都是二层小楼，屋顶飘扬
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曾多年担任岗托村村委会主任
的多嘎，见证了岗托村的历史变迁，
他感慨地说：“现在岗托村村民衣食
无忧，生活有奔头，这一切得益于插
在村头的五星红旗啊！”

每逢重大节庆，岗托村家家户
户都会自发在屋顶换上崭新的五星
红旗，以表达对党的感恩和对祖国
的热爱。

“这份恩情，我们不会忘记。”更
换屋顶的国旗，也是普巴每个月一
次的“仪式”。年事已高的普巴，腿
脚大不如前，于是把农活交给了儿
女，但唯独爬上楼顶换国旗这件事，
普巴坚持亲力亲为。

“像当年解放军经过艰苦卓绝
的战斗才取得进军西藏的胜利一
样，我们岗托人这么多年来也不怕
辛苦、不怕吃苦，紧紧抓住党的好政

策，才有了今天的好生活。”永红说。
岗托人传承“老西藏精神”，正

铆足劲儿拼搏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西藏解放第一村”的沧桑巨变
昌都报记者 卢古质 次仁桑珠 魏健楠

助人为乐助人为乐

李向群：爱心教师热心帮助他人

李向群，女，1974年3月出生，滨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教师。工作
中，她全身心呵护每一名学生，工作之
余对留守学生、贫困生、孤寡老人等也
热心帮助。李向群不仅带领学生去敬

老院慰问，自己也经常到敬老院“串
门”，给老人带去生活用品，陪老人聊
天。对于遇到困难的学生，她像对待自
己的孩子一样真心呵护。蔡同学父亲
因病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工作单位远，

只能靠年过七旬的姥姥接送上学。李
向群得知后主动接送孩子，一直持续了
半年。高同学家庭贫困，父亲又因车祸
受伤，他便有了退学的想法。李向群在
同学聚会上听说后主动帮助，先拿出
2000元现金救急。她每周还抽出时间
到高同学家指导功课并带去水果、零
食。每个学期开学前，李向群都会给高
同学带去学习用品、衣服和现金。

见义勇为见义勇为

商建涛：回乡途中勇救落水老人
商建涛，男，1987年5月出生，博兴

县湖滨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2021年
4月3日，商建涛回阳信县流坡坞镇东
商村祭祖，途中听见有孩子在哭喊救
命，他赶忙下车查看，只见两个孩子

从路旁的河沟里爬了上来，坡高六七
米的河沟里，水深近两米，一辆三轮
车侧翻在水中，一名老人被压在车下
动弹不得，情况十分危急。商建涛第
一时间下河沟去救老人，先托住遇险

老人以防溺水，随后喊同行人协助，
奋力抬起侧翻的三轮车，将老人救
出，见到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后才悄然
离开。被救老人家属多方打听才联系
到商建涛，并于4月9日上午专程从
阳信赶到博兴，向商建涛送上写有

“见义勇为 弘扬正气”的锦旗表示感
谢。

诚实守信诚实守信

任加通：公交司机拾金不昧品德高
任加通，男，1982年 2月出生，

邹平市公交客运有限公司驾驶员。
2021年1月18日，任加通在车辆到达
终点站进行卫生清理时，发现了遗落

在车厢座椅上的公文包。怕失主着
急，他第一时间找到值班领导汇报情
况，清点物品发现不仅有很多文件和
单据，在一个信封里还有4000多元现

金。为拓宽寻找范围，他们通过公司
运营管理群、邹平公交微信公众号发
送失物招领信息，全城寻找失主。失
主在看到朋友转发的失物招领信息后
领回了公文包，并于事后将一面写有

“拾金不昧品德高 高风亮节素质好”
的锦旗送到公交公司向任加通表示感
谢。

敬业奉献敬业奉献

郭承跃：盐碱地上的光明守护者
郭承跃，男，1986 年 12 月出生，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北海供电中心马
山子供电所所长，中共党员。郭承跃
在马山子供电所已工作十多年，该地
位置偏、供电面积大。初来乍到，他

白天跟着师傅们外出维修、巡视，晚
上通过认真查阅资料细化认识。经
过几年摸爬滚打，2015年，任职所长
后，他把工作重点瞄准了新区积患已
久的中低压线路。郭承跃带领职工

打基础、立杆子、架电线。两年间，在
他的带头努力下，北海经济开发区
600 多公里配电线路全部更换。他
带头发扬“红荆条精神”，强电网，优
服务，马山子供电所连续多年实现

“零投诉”，连续五年获评山东省电力
公司“标杆供电所”。他本人获得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等荣
誉称号。

张金蛾，女，1958年9月出生，惠民
县孙武街道高官社区村民。张金蛾与丈
夫高淑森1982年结婚，从1985年开始
照顾大伯高法春。大伯今年 92 岁，

1946年入伍，参加过淮海战役、济南战
役。1962年，高法春结婚后一直无子
女，1985年妻子离世后便独自生活。看
到老人独自一人生活，每天吃饭都将就

着，张金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怕大伯营
养跟不上影响身体健康，就与丈夫把老
人接到家里一起生活。2013年，高法春
生活不能自理，张金娥就悉心照顾老人
饮食起居，一日三餐都是张金娥一口一
口地喂。老人大小便无法自理，张金蛾
每天给他擦身、换洗衣服。到现在，张金
娥已悉心照顾伯父30余年。

张金蛾：好侄媳精心照顾伯父30余年

孝老爱亲孝老爱亲

3月份“滨州好人”事迹简介

▲岗托村旧照。图片由昌都报社提供。

◀如今的岗托村全景。图片由昌都报社提供。

短评

始终不渝跟党走
铭记历史感党恩。“西藏

解放第一村”岗托村，彻底告
别黑暗、落后，迎来勃勃生机，
书写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
时代传奇，得益于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
政策。追忆峥嵘岁月，我们更
加深刻地感悟到，要倍加珍惜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坚定坚
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展望美好未来，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道
路上，更要将“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融入血脉，为“老
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注入新
的时代内涵，接续奋斗、再创
辉煌！ （卢古质）

前不久，去邹平看望孙丙南先
生，稍作寒暄，孙先生便打开电脑，
从一个文件夹里点开两个文件，告
诉我：“这是我刚刚完成的一部文
稿和一部诗稿。”

我大致算了一下，孙老的文稿
三十多万字，名之曰《学经悟道》；
诗稿则有五百余首，名为《孙丙南
诗集·二》。而这离其八百首诗集
《孙丙南诗集》及三十万字巨著《往
事与随想》问世才仅仅几年时间。
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篇幅，即便是
年轻二十多岁如我者，也不敢想
象。笔耕几十年，我深知个中辛
苦，孙老以耄耋之年，抱病之躯，完
成如此规模的工程，这该是怎样的
执着、坚毅和勇敢啊！

当然，征服我的，不只是这些
数字。走进孙老著述的字里行间，
则会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浩然
之气，这里面既有呐喊激辩，也有
从容述说，天马行空般的文风契合
腾挪跳跃般的思维特性，构成了孙
老一贯而独立的作品风格。从中
既可窥探到一位八旬老者的人生
经验，又能够触摸到一颗灵魂的鲜
活脉搏。这里不提供结论，更没有
指点江山般的喋喋不休，真诚、直
白、坦荡风行其中，疑问、困惑、迷
茫亦夹杂其间。

孙老大半生从事政治学教学工
作，得过省级“园丁奖”，所编教材也
成为省内教坛的重要课目。本来，
孙老应在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怎
奈大多数时间又恰处在政治动荡、
风云变幻的年代，每每陷于否定之
否定的怪圈之中，无力也无以自
拔。后来，当一切稳定下来，孙老却
又到了退休的年龄，走下了讲台。
政治，他研究了大半生，只是这个舞
台上只有过他稍纵即逝的英姿。

孙老不是一个有野心或者是
雄心的人，但执念却是放不下的，
退休后的生活远离政治，笔墨间则
是屡屡涉及，《往事与随想》近半篇
幅谈政治，而这本《学经问道》中，
政治更进一步成为主题。通篇读
来，似乎并不成体系，细思之下，则
隐约可见其内在联系。这里没有
说教，但也不乏警醒之语。思维信
马由缰，但绝非信口雌黄。用孙老
自己的话说，这里所展现的只是一
己之见，并不奢求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标杆作用。

《孙丙南诗集·二》则一如《孙
丙南诗集》，用我在《孙丙南诗集·
跋》中所言：“无论是叙事诗，还是
言友情、诉乡情，无不真挚而细腻，
饱满而浓烈，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冲
击力。”这些诗作，最能体现孙老的
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孙老老矣，
但老的只是身体，心仍然年轻，其
蓬勃的朝气，始终贯穿在他的大量
诗作中，他如同一个激情四射的歌
手，引吭高歌着他所处的时代、哺
育了自己的家乡和土地，友情、亲
情，国事、家事、时事，梦想、理想，
一草一木……信手拈来皆成诗。
这里有欢欣、快乐、欢呼，也有失
望、不满乃至愤怒，却处处呈现着
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深厚情怀。
你可以说他的诗稍嫌直白，你可以
不认同其语言的略失严谨，但不可
否定，孙老诗中所展现的真——真
挚、真诚、真情，在这个滥情和虚伪
充斥的当下，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从中我们还可以领略到孙老精神
世界的多姿多彩。孙老阅尽红尘，
却仍心系之，“不慕世外桃源人，愿
随时代破浪行”，短短两句诗，无疑
则是这个八旬老人对这个世界的
深情拥抱。

年过八十人未老
——孙丙南先生的精神世界

宁治春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沾化区志敏快餐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371624600138436， 声 明
作废。

邹平市好生鑫钰亦水族馆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371626MA3NUM920Y，
声明作废。

山东昇顺物流有限公司鲁
MYW20挂（黄色）道路运输证
丢失，证号：371602101969，
声明作废。

滨州建发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3716002801844，声明作废。

滨州市青柠食品有限公司
公 章 ， 编 码 ：
3723285024021，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
使用。

王乙翔丢失博兴县交运驾
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开具的山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份，发
票代码：037001800104，发
票 号 码 ：13942438，声 明
作废。

山东滨州交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鲁M766F5（蓝色）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证 号 ：
371600200370，声明作废。

广大市民朋友：
因黄河四路渤海十六路（原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楼房进行整
体装修，位于（原人社局）一楼的滨
州市中医医院慢性病门诊（西区）
自2021年5月1日起暂时停诊，停
诊时间约一个月。复诊时间敬请
等候通知！停诊期间，在（西区）门

诊购药的患者可暂时去滨州市中
医医院慢性病门诊（东区）（渤海九
路黄河九路北200米路东、中医院
西门）购药，由此给群众造成的诸
多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如有需要，可咨询电话：东区
门诊3350099、3213679

滨州市中医医院
2021年4月26日

滨州市中医医院慢性病门诊（西区）
停诊公告

三十七载坚守乡村，教师刘云
水痴心不改。在惠民县清河镇中
心小学，刘云水对于学困生转化、
农村班级管理很有一套。咱去看
看！

自1984年走上讲台，在职学
习、民转公，经多年磨砺，他形成了
自己的教育理念：“情在左，爱在
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播种，随
时开花。”他善于倾听，喜欢温柔地

“絮叨”，以此温暖着孩子们的心，
有同学私下议论：刘老师真像“妈
妈”“大朋友”……

听到这话，他不恼，反而很高
兴。他认为，班主任工作繁杂、琐
碎，既要求班主任有慈母之心，又
要有严父之情；既要当好校长的参
谋，又要服务好学生。他认为，当
好班主任，首要问题是塑造好班
风，让孩子们置身于正能量满满的
集体氛围。

那如何树立班风呢？刘云水
有几个经验：开门见山谈心、让全
班同学都有“岗位”、积极开展争创

“优秀班集体”“和谐班级”等活动、
“量化考核、自主管理”。

首先，与学生促膝长谈，赢得
学生信任。而后，让全班同学都有
一份“工作”，各司其职，相互帮助，
相互督促。在班队干部中，职务多
种多样，有班干部、队干部，还有

“小记者采访团”“板报小组”“环保

小组”“古诗文诵读小组”等，每个
孩子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自信。随
后，通过在班级竞赛中争取理想成
绩，以振奋精神，提升集体荣誉感。

那如何“量化考核、自主管理”
呢？比如，有一年元旦晚会，同学
们自发组织了“欢庆新年联欢
会”。现场，同学们自编、自导、自
演了节目，有卡拉OK演唱、相声、
小品表演、古诗背诵友谊赛等，锻
炼了自我，愉悦了身心。

经过家访，他发现许多留守儿
童缺乏家长陪伴，约束力差，学困
生较多。因此，他就经常利用业余
时间找学生谈心，引导他们自理、
自立、自尊、自强。在学科教学中，
刘云水还引导班级的优秀学生“一
对一”帮扶学困生进行转化。实践
之上，理性思考，刘云水还撰写了
论文《农村学校学困生的成因与转
化策略》，2014年发表在期刊《快
乐学习报——信息教研周刊》上。

多年来，他指导学生作文在省
级刊物上发表10余篇；指导学生
在省级或国家级各项竞赛中获奖
2项；在省级刊物上共发表教育教
学论文7篇，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
4项。目前，他主持的2021年度
滨州市社会科学规划思想政治教
育专项课题：《后疫情时代小学生
思想品德教育的应对策略研究》已
立项，正在推进中。

清河镇中心小学教师刘云水：

三 十 七 载 扎 根 乡 村
这个老师“像妈像朋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王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