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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记者来到开化根宫
佛国文化旅游区发展中心，1988
年出生的何抒继在此办公，他告
诉记者，这个月恰好是他入党 3
周年。

“在我参与的工作中，可以切
身感受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百
姓的深情厚谊。”何抒继说，近些年
政府出台的大大小小政策都十分
惠民。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
一年半的时间里，何抒继全程参与
了开化县小桥头片区改造提升项
目，“小桥头村原本是个城中村，基
础设施较差，每逢雨季，经常出现
内涝，交通拥堵更是家常便饭。”为
了让小桥头片区居民拥有良好的
居住环境，开化县委、县政府从
2018年初开始了房屋征收工作，
2018年10月底，818户征收协议全
部签订完毕。“如今的小桥头一座
座高楼拔地而起，预计今年年底便
可以交房。居民们可以住上新房
子，大家都很满意。”

距离何抒继办公楼的不远处
就是根宫佛国景区。“根宫佛国景
区是衢州市为数不多的 5A级景
区，门票 180元每人。早在 2017
年，就已经开始实行免费游政策。
2018年开始，免费游政策不断升
级，免费时间更长、受惠群众更
多。”何抒继介绍，2018年，根宫佛

国景区积极响应衢州市委、市政
府号召，推出全球免费游，加大
免费游力度，全年免费天数在
240天以上。“因为自己是景
区工作人员，所以感触很
深。免费游的政策让普通
百姓不花一分钱就可以
欣赏精湛的根雕工艺，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
升文化品位。”何抒
继自己有空的时候
也会带孩子来景
区转转，提升孩
子的审美能力。

“在党的领
导下，如今百
姓的生活环境
好了，精神生
活也丰富了。
我一定立足岗
位，努力工作，
积 极 为 人 民 服
务。”何抒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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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记者见到郭广龙时，
他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拿着红色的
安全帽正从车间出来。郭广龙出
生于 1992年，现在是浙江开化合
成材料有限公司的一名安全管理
人员，负责安全巡查等工作。

“自我有印象起，家乡的变化
真的太大了。”说起党和政府的关
怀，郭广龙深有体会，他拿出手机
翻开朋友圈，跟记者分享起家乡的
美景。

郭广龙的家乡在开化县桐村
镇王畈村，与江西省交界，距离开
化县城大约 1小时车程。郭广龙
说：“以前回王畈村的路是黄泥路，
路况十分不好，天晴的时候有车开
过，漫天飞尘。”在他上初中的时
候，村庄的道路进行了硬化，公交
车的班次也变多了。现在坐公交
车的村民少了，好多村民都开上了
小轿车。

“生活水平提高了，环境也保
护得很好。”郭广龙回忆，以前路

上、河流里经常可以看见垃圾。
如今，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走在村
道上处处有美景。“春天的时候，
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盛开，很漂
亮。”郭广龙说，前几年，村民电
鱼、毒鱼的现象严重，如今，河道
不仅变干净了，还能看见鱼儿在
水里悠闲地游来游去。“村委会针
对村民的不文明行为加强监管，
并且购买鱼苗进行投放，保证鱼
类的生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郭广龙解释。

“看见家乡的变化，我真切地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谢党让
人民生活更幸福。”结束交谈后，郭
广龙拿起红色安全帽前往车间继
续进行安全巡查。

党让人民生活更幸福
见习记者 方超 报道组 汪宇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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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强民富，各行各业
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我在外
闯了十几年，学到不少东西，如
今回到村里，已成为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日前，在龙游县湖镇
镇下叶村，1986年 7月 1日出生
的邱胜光告诉记者，他加入党组
织，就是要为家乡的建设奉献自
己微薄的力量，让村庄更美更强
起来。

邱胜光从职业学校毕业后，
就到嘉兴市嘉善县一家台资企
业上班，在车间干了四五年。后
来，他还到义乌从事电子商务工

作。“义乌确实发展快，那段时
期，我开阔了眼界，学到不少新
知识。”邱胜光说，那时月收入虽
然只有4000元，但是长了见识。

2016年，邱胜光回到村里，
在村子附近一家企业上班，当一
名采购员。

“我爷爷是名老党员，还拿
到了‘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邱胜光介绍，他的父亲曾经是村
委会主任，也是名共产党员，还
在 2018年被评为浙江省新时代
万名好党员。正是受他们的影
响，邱胜光严格要求自己，勤奋

工作，在 2018年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

“我要为村里做点实事。”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邱
胜光主动参与村里的防疫工
作，每天与志愿者一起巡逻，在
卡点值班。2020年 10月，邱胜
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去年下
半年开始，我就做党员联户工
作了。”邱胜光说，每个月他要
不定期走访 9户农户，了解社情
民意，提醒农户出行注意安全，
骑电瓶车要戴头盔，并进行防
范电信诈骗宣传等。最近，他

还动员 9家农户接种新冠肺炎
疫苗。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
才有美好的今天。”邱胜光说，作
为一名年轻人，一名共产党员，
他要冲锋在前，为村里多做实
事，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培育
之恩。

“要不是我们国家发展，医
学进步，说不定当时的我就抢救
不回来了。”日前，记者来到常山
县招贤镇纱帽山村，坐在轮椅上
的徐朝清回想起当年因故致残
的往事，虽然遗憾，但他乐观开
朗的精神状态给记者留下了深
刻印象。

1951年7月1日出生的徐朝
清曾是村里的护林员。2007年
8月 17日，有人在山上抽烟导致
火灾，徐朝清和其他人一起上山
灭火，后来留在起火点边上的
村民家吃晚饭，到晚上 8点多才
回家。

“我骑着自行车，手上又拿
着手电筒和砍柴刀，一不小心
就掉进路边的水沟。”徐朝清回
忆说，当时另外一名村民远远
看到他打着手电筒回来，突然
人就不见了，担心出事就沿路
寻找，最后在水沟里发现已经
摔昏迷的他。

“也是万幸，因为路的前方
就是一个大水坑，如果摔在那里
我可能就淹死了。”在被抬回家
中的路上，徐朝清慢慢清醒过
来，两个小时后全身开始疼痛。
第二天弟弟回家看到他时，徐朝
清手脚已经完全动不了，弟弟马

上将他送去医院。徐朝清指指
自己的脖子后面说：“医生说这
里摔断了，用了最好的药，并请
了杭州的医生来给我动手术。”
在医院的抢救室足足待了一个
多月，脱离了危险的徐朝清还是
半身瘫痪了。坚强的他回家后
自己坚持锻炼，“后来复查，医生
看到我的恢复情况特别惊讶。”
徐朝清说，子女们孝顺，老婆辛
苦，他很感恩。

2018年的时候，村里又根据
政策，给徐朝清办理了低保，加
上残疾人补贴等，每个月徐朝清
能领到一千多元，基本生活有了

保障。“如果我没有瘫痪，作为共
产党员，肯定要为村里多做一点
事。”徐朝清说，招贤镇的残疾人
专职委员今年 3月的时候还来
家里量尺寸，“他们说要给我卫
生间装无障碍设施，还要给我配
一个可以坐着大小便的轮椅。”
徐朝清的言语里，透露着对改善
生活的满满期待。

医学水平的进步 让我死里逃生
记者 毛慧娟 报道组 刘青 通讯员 欧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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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
要讲话中说，中国人民也绝不允
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
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
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
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这说明，我们中国真的强大起来
了。日前，在常山县何家乡黄冈
村村民廖大发家里，谈起今昔对
比，这位今年 69岁的老党员打
开了话匣子。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这一点
我深信不疑。”廖大发对于自己

的党员身份特别骄傲。“当时村
里觉得我头带得好、生产做得
好，就动员我入党，当生产队
长。”廖大发告诉记者，家里有 7
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我爸爸
身体不好，我一直是家里的主要
劳动力。最初的时候，经常饿肚
子，家里十来口人，每天都吃不
饱。所以我就拼命钻研、努力
干，就想把生产队的生产搞好，
这样才能不饿肚子。”廖大发还
记得，是上个世纪 80年代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那一
年全家终于能吃饱了。“大包干

后第一年，家里的粮食都吃不
完。这个政策好啊，大家的积极
性就被调动起来了，然后国家又
提供了亩产更高的种子。”廖大发
说，现在又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如今的廖大发和妻子在村
里乐享晚年生活。“人的一生很
短暂，要懂得享受生活，要趁现
在能吃、能走的时候多看看祖国
大好河山。”前几年，廖大发每年
都会出门旅游一趟。在廖大发
家主屋的墙壁上还挂了一幅特
大的毛主席织锦像。“这是我去

瑞金旅游时特意买的。没有毛
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
现在的幸福生活。我现在最爱
看的就是革命时期的各种电视
剧和纪录片。”四渡赤水、飞夺泸
定桥……廖大发说：“我们的国
民越来越富有，我们的国家越来
越强大，我们要坚定地跟党走。”

有了好政策 才能吃饱饭
记者 毛慧娟 报道组 刘青 通讯员 詹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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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村
里都封道了。也是在那个时候，家
里每天都有好几个免费‘小工’，帮
我把菜送到卡点的那边。这样不
仅解决了我店里食材滞销问题，也
服务了有需要的村民。”日前，记者
来到常山县何家乡钱塘村，正站在
自家超市门口卖菜的周智祥，跟记
者讲起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时的事。

1965年 7月 1日出生的周智
祥家里有 7个兄弟姐妹，“那时候
饭都没得吃，所以很早就出来放
牛了”。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周
智祥脑子比较灵活，从很早之前
在村里倒卖村民种的农产品赚
钱，后来又开了很多年的早餐店，
2018年又开起了食品超市，附带
卖菜业务。“我们村有 2300多人，
我的食品超市就开在村口，隔壁
江湾村也有很多人来我这买菜，
所以生意还不错，相比早餐店要
轻松很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周智
祥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过
年之前我储备了很多食材，如鸡

爪、鸭爪、猪脚、猪肚、冰鱼等。结
果疫情严重，红白喜事都停办了，
后来还封村。”周智祥说。

不过，因为村民居家隔离，一
些生活必需品还是得买。结合周
智祥遇到的难题，钱塘村干部想
到了一个办法：发挥党员联户作
用，让每个党员去了解自己所联
系村民的生活需求，然后统一报
到村两委。由村两委统一到周智
祥家采购后送到村民家中。“隔壁
村的村委也把需求统一报过来，
然后我们这边打包好，村干部帮
忙送到卡点，那边的值班人员再
拿去分给他们村的人。”周智祥
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消耗了他
不少库存。“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五六十个订单。外送人员都是
村里的党员干部们，真的很感谢
他们。”

感谢爱心党员
记者 毛慧娟 报道组 刘青 通讯员 廖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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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好的今天 奉献年轻的力量
记者 胡宗仁 报道组 罗意 通讯员 范秋玉

汪荷英出生于1967年7月1
日，家住开化县苏庄镇方坡村水
碓畈自然村。7月 14日上午，当
记者来到汪荷英家里时，工人们
正忙着装修卫生间。“以前造的
房子，最近重新翻修一下。”汪荷
英说。

从村妇女主任、村妇女委员
到如今的村党支部副书记，汪荷
英已有 20 余年的乡村工作经

验，“美丽乡村就是伟大中国的
缩影。”在汪荷英看来，村风村貌
的改善，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是国家发展最好的印证。

汪荷英说，1995年突发特大
洪水，因房子位于小溪边，洪水
漫进家里，一楼的家具被洪水淹
没，汪荷英只能带着三岁的女儿
躲到二楼。“那次之后，我觉得住
在沿溪的土坯房太危险了，才向

亲戚们借钱，花了三四万元造了
新房。”

在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村
里，汪荷英家门口流过的小溪清
澈见底。“以前溪水可没现在清
澈。”汪荷英说，因村民新房越造
越多，产生的污水大多直接排向
小溪，导致前些年小溪脏乱不
堪。“2017年国家出钱为村里做
了污水处理终端，所有污水集中

排到终端池，河水又变得干净
了。”汪荷英说，村里还建起了停
车场、公厕、儿童之家，村民生活
质量提高了不少。

村风村貌中看国家发展
见习记者 汪晨云 报道组 汪宇露 通讯员 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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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党同一天生日，我觉得
很光荣，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

‘又红又专’的人。”说话的是开
化县苏庄镇溪西村村民余下萍，
今年 27岁。记者见到她时，她
穿着简单的牛仔裙，一头乌黑的
长发，胸前的党徽特别鲜红。

提及国家的发展，余下萍
说：“感受最深的就是城乡差距
在缩小。”村里的硬件设施改善
了、环境优美了，再也不是她小

时候生活的农村了。
在余下萍 8岁时，因父母外

出务工，她只能跟外婆在老家读
书。因溪西村人口不多，村里一
直没有小学，余下萍只能到隔壁
村上小学。“那会骑自行车到学校
要10分钟左右时间，冬天的时候
很冷。”余下萍回忆，一次上学路
上，因不小心与别人的自行车相
撞，重重地摔倒在地。到现在她
还记得，那会摔得有多疼。“人摔

倒在地上，很久起不来，手上、脚
上的皮肤都摔破了。”余下萍说。

在余下萍生活的村子里，路
面整洁卫生，很少看到垃圾。“这
些都是因为前些年村里统一发
了垃圾桶和垃圾袋，还有专人上
门回收垃圾。”余下萍说，以往村
民卫生意识薄弱，垃圾乱丢现象
普遍。经过整治后，村里聘请了
保洁员两天上门回收一次，村民
们只要把垃圾丢到门口的垃圾

桶即可，非常方便。
“我刚辞掉原来在国企的工

作，想专心备考研究生。”谈起未
来计划，余下萍说，毕业后希望
可以成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

这里再也不是小时候生活的农村
见习记者 汪晨云 报道组 汪宇露 通讯员 程旭

惠民政策让利于民
见习记者 方超 报道组 汪宇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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