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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趟陕北梁家河”

2017 年秋季学期，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大二学生韩依轮买了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这书特火，跟很多枯燥的政治教材完全
不一样”。读完后，他产生了去一趟陕北梁家河
的想法。

1月29日晚，韩依轮在延安市接受本报记
者电话采访时，正在做梁家河之行的总结。在
这里调研6天后，他如愿以偿见到了书中提到
的，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带头弄的沼气池、打的
井、办的代销点，还去了梁家河村知青旧居，甚
至路遥故居。

最终，这个“95后”学生发现，纸上得来终
觉浅，“实际情况比书上更震撼”。

韩依轮并非个例，如他一般，希望探索习
近平走过的路的清华学生，在这个寒假组成了
10支实践队，分赴陕北梁家河、河北正定、福建
宁德、浙江杭州等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生活
过的地方，调研国情民情，追寻总书记初心。

临行前，每个学生都读了习近平的著作，
或是记录习近平那段时光的书籍，一起看了系
列视频《初心》。

电子工程系大二学生王昊，与另外7名低
年级同学，去了杭州、嘉兴调研。出发前，他读
了《之江新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和十九大报告。

在浙江，这个工科学生琢磨了不少事。他
发现，浙江自然资源虽然不算特别丰富，但经
济发达、民营企业活跃是率先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生动注解。在嘉兴
南湖，这支实践队——同时也是临时党课学习
小组，请到了曾为习近平等七常委讲解的南湖
革命纪念馆袁晶，学习感悟“红船精神”。

7 天的调研结束后，王昊总结，习近平的
初心至少有两部分，一是为老百姓做事，二是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物理系大四学生王云帆带的实践队，则撑
着手杖跋涉十几公里山路，用柴刀劈除荆棘和
苇秆，赶到了福建寿宁县下党乡下党村。经过
这样的旅途，无需说教，这群95后学子仿佛触
碰到了 30 多年前，习近平一心前来扶贫的那
份赤诚之心。

在下党村村口，崇山峻岭掩映之下，学生
们在一座造型古朴的木制廊桥上摆开桌椅，听
了一堂党课。当年，习近平正是在这座“鸾峰桥”
上举行了现场办公会。时任下党乡党委副书记
刘明华，当年接待了习近平同志一行，如今将过
去的故事讲给这些年轻人听，期望代代传承。

这已是王云帆的第10次社会实践，让学生
深入基层了解社会，在清华有着多年传统。此次
初心之旅，王云帆看着展板上的村子旧貌，想清
楚了，为何照片里习近平当年视察时总是面色
凝重，并在此后多年中反复提及这个山村。

“经过多年努力，这个小村子如今散发的
活力，太能引起我的共鸣了。这正是《摆脱贫
困》里，习近平专门论述的‘弱鸟如何先飞’，以
及‘水滴石穿的启示’。”王云帆感慨。

“学校希望同学们通过本次实践活动认真
思考、寻找、明确自己的初心，并认识到，个人
的小初心连着党的大初心，党的大初心指引着

我们每个人的小初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正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实践的地
方，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亲身体会、学习总书记
治国理政思想的发展过程。

“到世界需要的地方去”

在朱拉隆功大学讲台上的学生叫石智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以其专业所
长，向泰国的精英教授、学生们讲述中国国家
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五年规划。

青年学生讲述中国有其独特视角。石智丹
以“一带一路”沿线青年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
明”（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和共享单车）为例，
描述今日中国现状；又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
中提到的“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
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作结，陈述五年规划
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如果你问我15年前、20年前的中国什么
样？我会说它非常落后，不过去年我两次到访
中国，感觉就像换了一个世界。毫无疑问，中国
在飞速发展。”听完石智丹的讲述，朱拉隆功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素叻忍不住发言。

石智丹是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一员，这
个寒假，清华研究生像这样出国宣讲的有三支
队伍，分别前往泰国、巴西和印度，主题全是

“一带一路”。博士生讲师团团长、马克思主义
学院博士生徐铭拥介绍，这次分别派了三位

“90后”讲师去这三个国家——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生李论，向巴西圣保罗大学师生宣讲“十
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实践与启示”；石智丹在

泰国重点介绍“十三五”规划；经济管理学院博
士生何文天则将在印度孟买大学，传播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对于海外宣讲的要求是，必须全英
文讲，必须考虑好怎样让当地青年更容易接
受，把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成就讲成故事，
把一个真实的、发展中的、不断强大中国展示
给世界各国青年。”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研究
生团委书记赵璞告诉本报记者，今年是清华大
学博士生讲师团成立 20 周年，目前全校已经
储备了 130余名讲师，以这次的 3个国家为起
点，讲师们将更多地走出国门，讲述中国故事，
宣介中国发展。

赵璞介绍，这几支实践队的青年，还将与当
地高校的华人留学生，一起重温习近平给莫斯
科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回信，共同探讨如何成长
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清华人不但向世界讲述中国，也要去了解
世界。

2017年7月，清华大学化工系博士生刘昊
雨，与来自法学、新闻、电子、经济管理等不同
背景的同学一起去伊朗调研。在伊朗，他遇到
两个当地小摊贩，得意地拿出支付宝，让他扫
一扫付款，这哥俩还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
一个叫马云，一个叫马龙，他们学了中文，想去
中国企业工作。

在这个与中国交往数千年的古国，刘昊雨
发现，“一带一路”上的民心相通早已蔚然成风。

“走在路上人们会喊‘China’‘你好’，以及‘秦’，
秦朝的秦，因为两国太早就开始交流了。现如
今，中国企业带去了特别多就业岗位，中国文化
在当地影响也大，人们见到我们都很热情。”

从伊朗回来，这个工科生陷入了思索。刘
昊雨发现，中国化工人在海外做了太多项目，
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这其中就有一代又一代

清华人。他觉得，自己也该加入其中。
这个不爱出风头的博士生，去电视上讲了

自己看到的“一带一路”故事；他去找了能源领
域的实习机会，为进入行业做准备；今年1月，
他还作为青年代表，去位于阿联酋的“世界未
来能源峰会”上发言。

“过去前辈对青年人说：到祖国需要的地
方去。今天我们说：中国青年，到世界需要的地
方去！”在电视演讲中，刘昊雨振臂高呼。

立德立言 无问西东

眼前的姑娘清秀、瘦弱，笑起来不时捂着
嘴，看起来不像舞台上的邓稼先夫人许鹿希。
但这个叫蔡丹阳的清华研究生二年级学生，已
在舞台上正式出演了整整 50 次许鹿希。这部
戏叫《马兰花开》，一部邓稼先传记话剧，由清
华师生们自创、自排、自演。

清华敢为天下先，亦有诸多高校少见的传
统。《马兰花开》是个新传统，从 2013 年起，几
乎所有新生，都在入学教育阶段观赏过这部话
剧。观众们走出剧院时，往往泪流满面。

在这部剧走进人心之前，主创人员和演员
先走近了邓稼先。

编剧覃川，是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从未写过任何剧本。敢接下如此重任，来
自在清华读书时种下的执念。从2012年起，他
收集了上百本书，上百部影视剧，以及能找到
的所有写过邓稼先的文章。除此之外便是访
谈，对象包括邓稼先的夫人、警卫员、老同事、
老部下，从北京出发，他们一路行至新疆、四
川，踏遍邓稼先的足迹。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赵洪算了算，9

轮巡演中，前后参与其中的学生演员超过了150
人，“是清华校园戏剧艺术活动史上的里程碑”。

演员们都是年轻学生，其中不少还是“90
后”，离邓稼先年代太远。创作团队把书推荐给
这些年轻学子，采风时也带着他们。更为重要
的是“讲剧本”环节，校领导亲自上阵，主创人
员更是把资料融到一起，讲出只此一家、别无
分店的“邓稼先为什么了不起”。

蔡丹阳记得，在邓稼先曾工作过的马兰基
地，参观过一座特殊的烈士陵园。其中不少墓碑
上，刻着清华学子的名字；更有许多无字之碑。这
一幕让这位“花了一个星期狂背台词”的“90后”
姑娘深受触动，总忘不了基地一句口号，“艰苦奋
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

“他们的目标很纯粹，就是希望中国好、大
家好”。蔡丹阳对那个时代越浸越深。“在这么长
的历史中，这么多的人存在过，但一个人即便登
峰造极，也会转瞬即逝。如果能为别人做点事，
哪怕涓涓细流，最终总会留下一些痕迹。”

演员们就此走入角色。第一版邓稼先扮演
者、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生梁植，在“我是演说
家”节目中含着泪说：“如果老邓还在，我多想
亲口告诉他，我们这些“80 后”、“90 后”的孩
子，真的很崇拜他，因为有他，因为有和他一样
的大批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中国有了现在的模
样，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我们不该忘了他
们。”

“打算看得下去就看，看不下去就走。”清
华大学 1963 级力 303 班毕业生金其杰并非普
通观众，而是曾在邓稼先领导下工作多年。因
此，观看前“生怕编导人为地拔高美化他，把他
写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

将邓稼先还原成人，正是此剧可贵之处。覃
川给演员们讲，邓稼先岳父是原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父亲是清华著名美学教授，自己是
留美博士，爱听交响乐、爱看戏，还爱骑自行车载
着许鹿希去颐和园。许鹿希至今住在两人50年
前住的房子里，有一间保持着当年的模样，打开
抽屉，里面摆满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磁带，
上面蒙着岁月留下的灰尘。“邓稼先是个很有生
活情趣的人”，讲到这一幕，覃川每每感慨。

看完此剧，金其杰专门撰文感谢编剧、导
演与演员们的辛勤劳动，“塑造了一个让人认
可的邓稼先！”

这部剧对演员们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不止一位老师提起，梁植从一个“皮孩子”变得
成熟稳重了许多；扮演科研人员“小高”的吴
昊，拿到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后，去基层
当了一名干部；蔡丹阳自己，从环境学院本科
毕业后，选择去公共管理学院继续深造，“还是
想为别人做点事情”。

至于在整个清华园，此剧影响亦非同小
可。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恺说，每
年暑假他都会跟同事们送清华毕业生到基层
去，去青海，去西藏，去西部的乡镇工作。其中
有位同学在宁夏负责的乡镇，2 万人口中有 1
万人是贫困人口，“这样的同学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批人。”

清华大学校方承诺，这将成为清华的保留
剧目，一代代演下去。

“如果不是我自己演的话，有件事都很难
相信。”蔡丹阳记忆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有个
正在上小学的小男孩，看完演出，对妈妈说，

‘我要思考一下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下党乡 ,"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
宁德曾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

困地区之一，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

温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儿“短路”

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

部分海岸都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全是

大山。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 11 个月，

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

路的 4 个乡，我去了 3 个，都用了一天

时间。

当年去下党乡的情形，我记忆犹

新。下党乡在寿宁县，从宁德到寿宁，

坐车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盘山路。当地

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

形容行路之难，那还是到县城去，去乡

镇就更不容易了。到下党乡，那真是披

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

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

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

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

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

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

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

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

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

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

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

“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

但我很感动。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

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

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

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

都是深山，抬不出来。老百姓没看过电

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

人拿着筐去找子弹壳。我去的时候，下

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

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

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

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

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

里。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

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

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

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

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

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

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

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

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摘自人民日报《习近平总书记的扶

贫情结》 （2017年02月24日 24版）

背景资料:

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带领群众脱贫攻坚
的实践，许多都在 《摆脱贫困》 一书中做
了总结。该书文字不多，仅有 11万字，收

录了他从1988年至1990年在宁德工作期间
的部分讲话和文章；内涵却很丰富，全文
围绕闽东地区如何早日脱贫致富这一主
题，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战略思想、极
富前瞻性的制度理论和极富针对性的实践
观点娓娓道来，思想深刻、篇章隽永，真
知灼见、掷地有声，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正如已故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为
此书所作序言说的那样，“虽然近平同
志 已 调 离 宁
德，但今天是
从昨天走过来
的，他留下的
这 份 精 神 财
富，肯定会对
继任者起承前
启后的作用”。

追寻总书记初心追寻总书记初心 春风化雨乐未央春风化雨乐未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少华刘少华

11月月2929日日，，朱拉隆功大学朱拉隆功大学，，泰国历史上泰国历史上
最古老最古老、、最有威望的大学最有威望的大学，，一名中国学生在一名中国学生在
台上展示着四张上海照片台上展示着四张上海照片，，分别来自分别来自19001900
年年、、19941994 年年、、20102010 年和年和 20162016 年年。。他用英文他用英文
说说：“：“从老照片中从老照片中，，我们看到过去我们看到过去100100年里上年里上
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只是中国发展的但这只是中国发展的
一个缩影一个缩影。。在此期间在此期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中国到底发生了什
么么？”？”

11月月2828日日，，电影电影《《无问西东无问西东》》票房突破票房突破66
亿元亿元，，片尾台词片尾台词““愿你在迷茫时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坚信你的珍
贵贵，，爱你所爱爱你所爱，，行你所行行你所行，，听从你心听从你心，，无问西无问西
东东”，”，伴着影片中四段跨越年代的故事伴着影片中四段跨越年代的故事，，感动感动
了无数观众了无数观众。。

这两件事的关系是这两件事的关系是，，中国学生来自清中国学生来自清
华华，《，《无问西东无问西东》》故事也发生在清华故事也发生在清华。。这座中这座中
国顶尖高校国顶尖高校，，从过去到现在从过去到现在，，有着矢志不渝有着矢志不渝
的家国情怀的家国情怀。。在梁家河知青旧居前在梁家河知青旧居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 （（二排右四二排右四）） 与本科与本科

生实践队合影生实践队合影。。 洛桑晋美洛桑晋美摄摄
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石智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石智丹 （（左左）） 用英文讲解用英文讲解

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五年规划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五年规划 霍元东霍元东摄摄

图为清华园正门图为清华园正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