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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里的一天，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
河西街道广场社区新时代市民讲习所十分
热闹，党的十九大代表、铜仁市委书记陈
昌旭与市民们围成一圈，向大家宣讲十九
大精神，与大家一起话发展、感党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贵州倾注了关心厚爱，我
是有亲身感受的。”市民袁红鹰满意十足
地说道，“我老家是铜仁最远的沿河土家
族自治县，以前回去一趟是‘两头黑’，
现在两条高速公路经过沿河，回去也就两

个多小时，太方便了。”
看到大家争相发言，不仅谈家乡

变化，还谈大家如何把社区治理好，陈昌
旭接过话茬：“大家要用好这个场所，把新
时代讲习所建成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大
阵地、凝心聚力的大载体、脱贫攻坚的大
课堂、邻里关系和谐的大桥梁、引领社会
风尚的大平台。”

傍晚时分，陈昌旭又赶到灯塔街道柑

子冲村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向村民宣讲十
九大精神。20多名村民围坐一起。陈昌旭
开门见山，直接与村民畅谈乡村振兴战
略。“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陈
昌旭说，大家有了这颗定心丸，可以放手
大干，加快土地流转，集中连片发展产

业，实现抱团致富。
村民余顺桥马上回应：“书记，我们正

有此意，正准备扩大蔬菜种植面积，提升
种植技术，发展观光休闲现代农业。”

陈昌旭接着说道：“党的十九大报告第
一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释放了很多事关
农业农村的政策红利，我们今后就是要建

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到时候，才能满
足大家美好生活需要。”

听到乡村振兴战略，村支部书记陈邵华
信心满满：“我们村要抢抓机遇，把脱贫的
志气拿出来，敢教日月换新天，进一步对标
政策，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让自己的家
乡产业更发展、环境更美丽、人民更幸福。”

目前，柑子冲村还有86个贫困群众。陈昌
旭说：“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希望大家自
强不自卑、期待不等待、依靠不依赖、包干不包
办、苦干不苦熬、借力不省力，决胜脱贫
攻坚、同步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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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友好佳话俯拾即是
中韩两国毗邻而居。百金买屋，千金买

邻，好邻居金不换。回顾历史，中韩友好佳话
俯拾即是。从东渡求仙来到济州岛的徐福，到
金身坐化九华山的新罗王子金乔觉；从在唐朝
求学为官的“东国儒宗”崔致远，到东渡高
丽、开创孔子后裔半岛一脉的孔绍；从在中国
各地辗转27年的韩国独立元勋金九先生，到出
生于韩国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作曲者郑
律成……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相扶相济的传统
源远流长。韩国古代诗人许筠写下的“肝胆每
相照，冰壶映寒月”的诗句，完全可以用来形
容中韩两国人民友谊。

历史上，每当面对危难时，中韩两国人民
都相濡以沫、患难相助。400多年前，朝鲜

半岛爆发壬辰倭乱，两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
作战。明朝邓子龙将军和朝鲜王朝李舜臣将军
在露梁海战中双双殉职，明军统帅陈璘今天还
有后人生活在韩国。

上个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韩发
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吞并朝鲜半岛，侵占中国
半壁江山，使中韩两国生灵涂炭、山河破碎。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岁月中，我们两国人民
生死相依、倾力相援。中国境内的“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旧址”、上海纪念尹奉吉义士的梅轩、
西安光复军驻地旧址等，都见证了那段可歌可
泣的难忘历史。

——摘自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

（2014年7月4日）

背景资料:
壬 辰 倭 乱 ： 又 称 万 历 朝 鲜 之 役 、 万 历 援 朝 战

争，指明朝万历年间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
战争。

1592 年 3 月，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共调动军队 9 个
军团共 20 万人渡海至朝鲜，以宇喜多秀家为总指挥
官，以朝鲜拒绝攻明为由，于 4 月正式开始了对朝
鲜的战争。日军在战争初期处于优势，一个月攻陷
朝鲜京城，驱逐朝鲜国王李昖。明朝集结辽东及三
千 戚 家 军 约 4 万 人 ， 由 李 如 松 统 领 ， 奔 赴 朝 鲜 作
战。日军在平壤之战大败后后撤，而明军因兵力也
无法进行大规模作战，在碧蹄馆之战后双方开始议
和。1595 年，战争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1597年正月，日军 14万大军再侵朝鲜。朝鲜二次
求援，明朝初次调集 4 万兵力赴朝救援，后续不断增

兵，最高至7万。日军在丰臣秀吉死后难以为继，遂全

部从朝鲜半岛撤退。

万历援朝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

远影响。此役是明朝对外战争最后的辉煌，不仅保卫

了朝鲜半岛，还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友谊。朝鲜从亡国

到复国。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

而间接导致德川幕

府崛起。

从 长 远 来 看 ，

万历朝鲜之役实际

上起到了重新整合

东亚各国政治军事

力量的作用，奠定

了 之 后 300 年 东 亚

的和平局面。

““自由之钟响起自由之钟响起，，6060年巨变年巨变。。人民笑开颜人民笑开颜，，
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促使中国向前促使中国向前。”。”北京初冬的午后北京初冬的午后，，
中央民族大学的家属区内传出了悠扬的吉他弹唱中央民族大学的家属区内传出了悠扬的吉他弹唱
声声。。典型的美国乡村音乐曲调典型的美国乡村音乐曲调，，一口纯正的美式一口纯正的美式
发音发音，，但唱的却是中国农民热爱共产党的故事但唱的却是中国农民热爱共产党的故事。。

这悦耳的歌声来自一位名叫马克这悦耳的歌声来自一位名叫马克··力文的传奇力文的传奇
老人老人。。与寻常外国老人不同的是与寻常外国老人不同的是，，他身上有着三重他身上有着三重
有趣的身份有趣的身份：：用美国乡村音乐唱响中国农村颂歌的用美国乡村音乐唱响中国农村颂歌的
歌手歌手、、将自己对中国的一往情深倾注于书中的作家将自己对中国的一往情深倾注于书中的作家
以及深受学生喜欢的中央民族大学美籍英语教授以及深受学生喜欢的中央民族大学美籍英语教授。。

十九大代表基层宣讲记

讲习所里话发展
孔凡菊

马克马克··力文的三重身份力文的三重身份
李诗涵李诗涵 吴宇轩吴宇轩 郭超凯郭超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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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乡村振兴旋律

作家：
与世界分享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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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重洋拥抱中国

教授：
跨越重洋拥抱中国

循着歌声，带着好奇，笔者踏入了
马克家中。进门以后，眼前的这位老人
身着红色的唐装，戴着绣有他中文名
字“马克·力文”的红帽子，满脸的银色
大胡子，加之热情的笑容，像极了一个
圣诞老人。

看到笔者进屋，马克放下了手中
的吉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参观他的住
所。屋子不大，却随处可见中国韵味的
物品。墙壁上挂了中国字画和京剧脸
谱，房间一角还放了古筝。

书桌的一角，放着一个相框。照片
中马克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弹唱，台下
的观众拍手叫好。

那是 2009 年 9 月，马克参加了中
央电视台综艺节目《星光大道》。在舞
台上，他唱响中国农村题材的原创歌
曲，赢得了满堂喝彩。最后一轮投票
时，全场粉丝热情地呼喊他的号码“5
号！5 号！”最终，在全场的支持声中，
马克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在众多头衔中，马克最喜欢的便是
“歌手”这一身份。9岁开始弹吉他，从小
练习美国乡村音乐，至今已有60年的光
景，说话间马克用手比划着“6”的手势。

在美国，马克总是弹唱别人的歌
曲，尽管学得一身创作的真本领，但他
却迟迟没有创作出令自己满意的作
品。这一尴尬的局面，自他抵达中国后
便彻底扭转。

各地品种繁多的美食、农村热闹
非凡的春节、农民教唱的红歌……这
些中国的美好印象无意间开启了马克
的创作之路，灵感如喷涌的火山岩浆，
他以中国农村为题材接连创作了多首
令人拍案叫好的音乐作品。

今年，马克又要去好朋友傅涵的老
家湖北农村过春节了。这已经是马克第
3次去农村过年了。回忆起过去在农村
度过的春节美好时光，69岁的他，眉宇
间像极了一个期盼过年的中国孩子。

愉快祥和的氛围拨动了马克的心
弦，说话间一曲《傅家迎春》自然地吟
唱于口中：“屋前江南梯田层层，屋后
大树片片。窗外寒冬腊月，屋内温情满
满。家人一起过新年。”

不论是民风淳朴的乡间小院还是
绚丽夺目的大舞台，马克一唱歌，总是
能引来不小的热潮。这个美国人在中
国实现了他的歌手梦。

马克的书架中陈列着“三件宝
贝”，这是他最喜爱的三本书籍：一本
英文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一本《红星
照耀中国》和一期1977年《人民画报》
纪念周恩来特刊。

12年前，这位社会学博士跨越重洋
远赴中国时，他在自己卷帙浩繁的书房
里，只选择了这三本书与他一同前行。

笔者留意到，那本《红星照耀中国》
的红色书脊已经被翻阅得脱了色，这是
马克离开美国时看的最后一本书。从20
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读这本书开始，
每隔10年，马克都会重读一遍，“这是我
了解中国革命史的入门书籍，也激起了
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好奇和敬佩”。

于是2005年，马克·力文踏上中国
大地，来到江苏淮安。选择淮安，只为一
个朴素的理由：“这是周总理的故乡。”

对“红色中国”的向往促成了马克
与中国的相遇，来到这一方土地后，五
千年华夏文化令马克更渴望了解中
国。在马克看来，在中国生活的 12 年
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为了让更多外国人更好地认识中
国，不被某些西方媒体妖魔化报道所

蒙蔽，马克选择将自己在中国的亲身
经历编撰成书，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
的中国。

2015年，马克出版了《我的中国故
事》一书。在书中，马克记录了自己在中
国的经历：如何在不会说中文的情况下
考取中国驾照、在中式婚礼上受到怎样

“尊贵”的待遇、遇到的形形色色奇怪的
中国食物、如何偶然成为电影临时演员
……一个个生动故事跃然纸上。

正如这本书的书名，马克用自己
的中国故事连缀勾勒出一个不被虚假
政治宣传遮蔽的中国。

马克的书出版后取得了良好的反
响。不少读者来信说自己被书中描述
的中国深深吸引。一位名叫塔玛拉的
美国读者这样写道，“您在书中展现的
中国，令我大开眼界，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到中国去！”

马克希望通过《我的中国故事》这
本书，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改变对
中国的偏见，“我在美国的时候，人们
总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我从
不这么觉得。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开
放的国家，永远对朋友开放”。

2007 年马克选择到中央民族大
学任教。在马克看来，中央民族大学汇
聚了中国多民族的学生，在这里，他可
以真正明白何为多元文化。中央民族
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有着与众不同的
外貌特征：从高原而来的澄澈的眼，在
红土地土生土长的黝黑的脸颊，能穿
越重重大山的虬结的肌肉……每一种
外貌特征都是对自己民族最深的眷
恋，这些最质朴的特征吸引着远道而
来的马克。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第一
年，马克就参加了学校的彝族春节庆祝
活动。那是2007年的深秋，中央民大的
操场上，彝族小伙们相互抓着对方的腰
带，抱单腿、过背、夹臂，紧皱着眉头，紧
咬着牙关拼命夺取着属于自己的荣耀。

精彩的摔跤表演让马克拍手叫
好，在彝族学生的邀请下，他也加入到
欢庆彝族年的队伍中，通过摔跤这一
传统方式，近距离感受彝族文化。

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收获了众
多来自中国各民族的“忘年交”。

“在这儿教书的这几年，我和学生
之间相互学习。”马克说。当马克遍游
全国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学生

便成了他的向导，热情大方地为他介
绍当地的历史、人情和风物。

西湖的淡妆浓抹、黄鹤楼上崔颢的
千古绝唱、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苏州园
林的“庭院深深”……意蕴广博的中国
文化和秀美河山，深深打动了来自万里
之外的马克。今年是马克·力文来到中
国的第12年。他会骑着共享单车游走在
北京的大街小巷，会使用支付宝快捷方
便地付账，会在紫竹院公园和北京大爷
们一起抖空竹，也会背着吉他唱游全国
……这个美国人已经切切实实融入中
国的生活节奏，感受着日新月异的变
化。这也是他想留下的原因，希望见证
中国充满希望的未来。离别前，马克亲
自将笔者送到门外。挥手告别之际，这
位老人殷切地说道：“我将继续为传递
中国声音作出努力。希望中国在世界
舞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为马克图为马克··力文力文

马克马克··力文与学生们在一起力文与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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