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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井冈山今天的井冈山，，绿的更绿绿的更绿、、红的更红红的更红——

让让““精神高地精神高地””走出走出““经济洼地经济洼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平平

中国脱贫传奇⑥

记者手记

井冈山是绿色的。从机场去市区，从市
区去乡镇，高速路旁郁郁葱葱，看不完的五
百里青山。

井冈山更是红色的。红色的景，红色的
人，红色的精神底蕴。

八角楼、挑粮小道、会师桥、文星阁、龙江
书院、红四军建军广场旧址、古城会议旧址、
烈士陵园……在井冈山，重温中国共产党首
个革命根据地足迹，常有时空交错的感觉。

采访对象有的是烈士后代，他们的先辈
曾给红军送过粮、补过鞋，和红军一起挑过
水、种过田、抬过担架，冒着生命危险帮过
红军。不止是井冈山，“最后一碗米，做军
粮；最后一块布，缝军装；最后一个儿子，
送他上战场！”“得知部队缺木材，17万块门
板送前线”……这些挚朴的语言，传递着全
国各地老区人民对子弟兵的鱼水情谊，也记
录下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所做的突出贡献。

“革命成功，吃穿不穷”，是中国共产党对老
区人民所作的庄严承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饮水思源，攻坚克
难，我们要帮老区过上一样的好日子，不能
让一个老区百姓掉队。

习近平总书记曾亲自作出指示：“井冈山
要在脱贫攻坚中作示范、带好头”。革命老区
多集中连片在特困山区，经济发展水平长期
滞后。革命老区能不能率先脱贫奔小康，是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性指标。为了人民，依靠
人民，党和老区人民血肉相连。记者在井冈山
采访数日，深切感受到井冈山人已经找对了
方向，趟开了路子。更令人佩服的是，井冈山
没有满足于在全国第一个宣布脱贫摘帽，而
是盯准了全面奔小康的新目标。

“绿的更绿，红的更红”，井冈翠竹长
在，红色精神永存。革命老区，更好的日子
在后头！

不能忘了老区人民

2019年2月4日除夕夜，井冈山市神山村村民喜庆合影的画面上了春节联欢晚会。
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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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到井冈山市神山村做客的外地人同村民一起打糍粑。
新华社记者 万 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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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游客在井冈山挑粮小道体验红军生活。
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每天砍根竹子，拖到县城去卖，肯
定饿不死，但要富起来，难！”

胡艳霞清楚地记得，2003 年冬天，她刚嫁到神山村
时，那条羊肠小道有多难走。“婚车是自行车，一辆车要
3个人扶，费了老大的劲才上去，路太陡太滑咯。”

胡艳霞嫁给了左香云，他的太爷爷左桂林是烈士，
曾任红四军第 32团通讯员。左香云是个帅小伙，聪明能
干，什么都好，就是家里太穷。

婚后第二年，羊肠小道变成水泥石子路。左香云俩
口子是勤快人，心思就活了，他们想了很多法子，种
地、养猪、修摩托、卖竹工艺品，可都不挣钱。胡艳霞
对记者说：“那时候没什么技术，做毛竹工艺品想买台机
器，几万块票子根本凑不出来。”

怎么干都挣不到钱，愁坏了神山村。驻村委员李燕
平说，这个村四面都是毛竹和树，“每天砍棵树、砍根竹
子，拖到县城去卖，肯定饿不死，但要富起来，难！”

原因很简单：太偏僻。
记者从井冈山市坐车到神山村，走高速和柏油路，

还是花了近1个小时。可想而知，在水泥石子路甚至羊肠
小道的年代，交通有多不便。

奇迹的发生似乎就在转瞬间。2016 年底，左香云夫
妻竟然富起来了。

那年 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神山村看望大
家。总书记走进村民张成德家，跟张成德和彭夏英聊了
好一会儿天。又来到左香云家，在家门前的石臼上打了
糍粑。

总书记来的时候，高速还没通。第二年，高速通车
了，神山村也换了模样。房子外立面改造了，变成统一
的客家民宅风格。村口修了小广场，烂泥巴路变成水泥
路，木栈道边还有绿化带，成了妥妥的美丽乡村。

但脱贫的关键，并不在于硬件。“通路只是基础。”
李燕平说，“最重要是脑子通了。”

“完全可以发展旅游啊！”从上级政府部门到神山村
村委会再到村民，突然找到了这把“远在天边又近在眼
前”的钥匙。

井 冈山红色旅游一年吸引 1800 多万游客，茨坪
景区漫山遍野的游客，为什么不可以引一些到神山
村来呢？

这么一想，神山村有许多优势——竹林滴翠，溪水
潺潺，景色一级棒；离黄洋界景区、八角楼景区、象山
庵景区、红军小道等景点都挺近；尤其是，习总书记来
考察的新闻，已经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神山村。

说干就干！神山村村民个个兴奋。张成德在外做导
游的女儿回来了，帮父母开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左香
云两口子紧跟其后也开起农家乐，还注册了“神山竹”
商标，专卖用竹筒盛米酒的神山竹酒；多年漂在外面的
左春仁回村，自己制作特色手工纪念品，销路不错；彭
小华做起了时兴的民宿，还捡起养蜂的老本行，一养就
是 40箱，卖土蜂蜜也卖蜂种；还有总书记亲手打过的神
山糍粑，甜辣味，游客都要买几块尝一尝……

“全国都在奔小康，我们可不能成为
‘经济洼地’！”

“这几年生意怎么样？”记者问彭夏英。
“前年有十几万，去年也十几万哩。”彭夏英一边把

煮得半熟的米饭从铁锅舀到大木桶里蒸，一边对记者
说，“今年5月家门口的坡塌了，刚加固整修好，前几个
月生意有点受影响，这几天又恢复了，今天中午和晚上
有8桌客人呢，点名要吃木桶饭。”

彭夏英家在神山村地势最高处，从大门能远眺县城，
陡坡的滑塌处已经修成水泥网，工人正在上面铺绿植。今

年，彭夏英家又盖了一间房做民宿，“14万装修费都是我
和老伴这两年赚的钱咯。”

“村里 54 户人家，以前全村跑得剩不到 40 人，多数
是老的，好冷清。除了干点农活，各家平时也不怎么交
流，麻将都懒得打。”村委副书记赖志承说，现在村里有
230多人，许多年轻人回来干，有16户人家开农家乐和土
特产商店，“老人有人孝养，孩子也有人照顾了。”

“过去是住在山上，去县里打工，现在是住在县里，
来山里工作咯。”胡艳霞说，为了让小儿子上学方便，她
家在县城买了房子。2018 年，胡艳霞家仅竹制品就卖了
十几万元。而最让她开心的，是今年中考大儿子考了700
多分，进了吉安市重点高中的“红一班”。“井冈山这几
年给教育投了好多钱。”她说。

西装革履的左香云这会儿腰里别着麦克风，正给一
个外地访客团讲解村子的变化，房子外立面和路怎么整
修，政府和村民怎么出资，山村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
一身红军服的客人们听得入神，不时发问。

村里宣传栏里，有神山村今昔对比的照片。每组两张，
取的都是不同时间的同一处景，荒芜与热腾，脏乱与整洁，

难看与亮丽，对比鲜明。眼前的神山村，处处是店铺和
招牌，不仅环境美，更透着一股子生气。去年，神山村
迎来26万游客，旅游收入1210万元。

2017 年 2 月，井冈山在全国第一个宣布实现脱贫摘
帽。2018年，井冈山市的贫困发生率降为 0.4%，比 2014
年下降13.4%。红色老区是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高地”，当地干部对记者说：“全国都在奔
小康，我们可不能成为‘经济洼地’！”

神山村中有一面笑脸墙，贴着数十张村民的脸部特
写照片，那些或布满皱纹或光洁红润的面庞，绽放着朴
实的笑。照片旁印着两行字：“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能
抚养我们。——神山村民”。

“几年前我连化妆都不会，现在学会
了怎么服务，也长了见识”

张丽红曾以为自己这辈子只能做个家庭妇女了。初
中毕业后，她没有继续上学，早早嫁了人，生了 3 个孩
子，“出去工作”这种事，没敢想。

现在，25 岁的她在家门口——荷花乡大仓村一座历

史建筑改造的茶吧里，给客人冲茶泡咖啡，一个月能拿
2800元工资，年底还有奖金，在当地是令人羡慕的高薪。

大仓村有故事。1927年 10月，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
仓村会见，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由此创建。2017
年后，大仓会见旧址被打造成井冈山红色培训的教学
点、美丽乡村的示范点和全域旅游的新景点，这个曾经
的“十二五”省定贫困村，就此大变。

记者走进大仓村看到，眼前极具设计感的 9栋别墅，
外观内设都不输沿海城市的水平。荷花乡组织员龚小文
介绍，由上海投资商投建运营的这组别墅群今年5月开始
营业，入住率高达80%。

再往里走，是改建成纪念馆的大仓会见旧址，可供
红色培训班学习和开会的讲习所，还有林家祠堂、梅塘
荷廊、望红台、红军小道等景点。张丽红工作的茶吧，
就在大仓会见旧址隔壁。

荷花乡还有12家农家乐、1个农家超市。许多村民跟
张丽红一样成了上班族，也有的当了老板和房东。

曾秋妹 68岁，但身体很硬朗，这两年村里兴建旅游
设施，她和丈夫就去帮工，两人一年能挣4万多。平时他

俩做环卫小工，一天 100 元，每月 10 天左右。她在园子
里种菜喂鸡鸭，别墅群的食堂建好后，日常在窗口挂一
块小黑板，上写当天需要什么菜，曾秋妹就把自家种的
菜卖给食堂，月进账上千元。加上每年5亩地的租金，她
再不用“一年到头没肉吃，过年才砍十几块钱肉”了。

“几年前我连化妆都不会。”张丽红说，现在能接触
到全国各地的人，“学会了怎么服务，也长了见识”。

搞红色旅游，井冈山不缺游客，但之前游客集中在
茨坪主景区，其他乡镇只能干看着。记者来到井冈山革
命烈士陵园时，虽不是假日，游客队伍仍在高高的石头
阶梯上直排到大门口。距陵园不过数百米的茨坪村，126
户村民每户一年仅房租收入就达五六十万元，家家都称
得上“千万元户”。

现在，井冈山市要让这股“红流”润泽全市每个角
落。“我们正在发展全域旅游。”井冈山扶贫办主任刘新
对记者说，“这是井冈山未来的致富方向。”

在拿山镇长路村，名为“长塘古韵”的休闲度假村
即将完工。十几栋有百年历史的徽派明清建筑，被投资
商改造成外表古雅、内设时尚的轻奢民宿，配上食堂、
咖啡厅等休闲设施，还有周边环境，真是赏心悦目。

拿山镇组织员郭伟告诉记者，这些老房子原已破败不
堪，不能住人，村民也没钱维护。“现在租给公司，每户每年
有几千元房租进项，20年后房子连装修都是村民的。”项目
给村集体也带来了一大笔收入，“先前村集体每年靠上级
拨款15万，这项目一年给8万，每年以5%递增。”在长路村，
20多个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在大拢镇案山村，杨喜华带着自己在深圳创业赚的
钱，回老家开了“拢门客栈”。进了客栈，有绿意盎然的院
子，有茶室、卡拉OK室，二楼还有泳池。

“我们在携程网上得了4.9，满分是5分。”杨喜华说，为
了抓住客人的胃，他从广东请来厨师，在隔壁餐厅提供地
道的粤式客家菜和特色“红军餐”。

案山村有13家民宿，140多个房间。来自深圳的投资商
承包了这片景致宜人的村落，杨喜华是股东和主要运营
者。在他看来，井冈山旅游是“朝阳产业中的朝阳”。明年，
他打算增加CS野战、滑草等新项目。

“绿的是竹木、是山水、是村落，红的
是政策、是发展、是人心”

刘新认为，井冈山能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最大的利好
当然是党的政策，井冈山这些年独创的精准扶贫、产业扶持
等举措收效显著。她提到的另一个原因，记者在采访中也感
受到了，那就是“老区人民淳朴善良，‘井冈山精神’还在。”

井冈山市红军剧场内，大型实景演出《井冈山》每晚上
演。这场演出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参与演出的六七百名群
众演员，都是当地居民，其中许多人曾是贫困户。自2008年
10月1日在井冈山正式公演以来，该剧已成为井冈山旅游
一张响亮的名片，年门票收入达3500万元。

演出开始前，穿着红军服装的群众演员或步行或骑
摩托从四面赶来，演出结束后，仍穿戏服回家，成了当
地街头一景。以月演出 20多场计，每人每月能拿到五六
百元工资。钱不算多，但大家都很起劲。

从 2011年起就参演的王国胜是理发师，店里只有一
个位子，妻子李梅艳身体不好，他家曾是贫困户。李梅
艳今年也加入了演出。对于这份“兼职”，王国胜说：

“满意得很，晚上没事，来回也方便，就当散散步，每月
1000多块钱添点家用。”

负责管理实景演出的井冈山华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廖梅琴说，晚上演出不占用工作时间，活儿也
不重，又热闹，大家愿意来。关于选演员，她说，优先
招周边的，如果是贫困户，会另外设个位置让他进去
演，“演员流动很少，好多演员2008年就在这里，六七百
个演员，一年顶多变动一二十个人。”

记者去采访的当晚，下起了小雨，实景场地没遮没
挡，但老乡们一直坚持演出。快谢幕时，动人的歌声响
起，“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路上有石头哎，碰到阿
哥的脚趾头，痛在老妹的心那头……”

老区人民的淳朴，体现在方方面面。“村民看到你都会
打招呼，请你去他家吃饭，也没有额外准备什么菜，就跟家
人一桌吃。”2012年大学毕业后就在荷花乡工作的龚小文
说，“在乡里干事，可能比在市里更温馨、更有成就感。”

回想工作第一天，龚小文和几名同事挤在一辆小车里
颠簸大半日，才从县城来到乡里。晚上睡觉，两人挤一张
床，当时他心里就嘀咕：“要不这工作不干了，重新考吧？”
后来，他在这里谈了女朋友，安了家，一待就是7年，见
证了荷花乡的焕然一新。

龚小文说，脱贫不仅仅是修路修房，更是“修”观
念。以前要搞拆迁，引进投资，老乡们左思右想，怕这
愁那，费尽口舌才能说通。“现在要起一个新项目，问他
好不好，都说好，对新事物新理念接受度越来越高了。”

井冈山有句发展口号，叫作“绿的更绿，红的更
红”。这几年到过井冈山的人都有体会：那绿的是竹木、
是山水、是村落，红的是政策、是发展、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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