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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歹徒，他挺身而出，夺下沾满
鲜血的菜刀，救下受害人；面对事业，
他锲而不舍，扎根家政服务行业，打造
了一家河北省优秀家政服务企业；面对
社会，他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奉献爱
心，回报家乡。

他是郭学江，河北省衡水德隆家政
公司经理、德隆培训学校副校长、河北
省家政行业协会衡水分会会长。

见义勇为 奋不顾身

“当时遇到那种情况，相信任何人都
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何况我是一名退
伍军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是我应尽的责任。”

那是 2013 年 5 月 9 日午夜，租住在
北京环宇华大科技有限公司院内的郭学
江，忽然听到屋外传来沙哑的“救命”
声，他立即穿衣跑出屋外，发现呼救声
是从某出租屋内传出来的。感到情况异
常的郭学江前去推门，但屋门紧锁，情
急之下，他用力撞开屋门冲进屋内，只
见屋内地面上到处是血，一名男子倒在
地上一动不动，行凶男子正拿着菜刀往
一名女子身上乱砍。郭学江冲上前去把
刀夺下，并顺势将行凶男子踹倒在地，
成功救出那名女子。

围观的其他人拨打了报警电话，并
与郭学江合力将准备逃离现场的行凶男
子制服，交给民警。

“1991 年当兵，1994 年退役，几年
的军旅生涯对我的人生起了重要作用。”
郭学江说，“在生活和工作中，我始终以
一名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回乡创业 服务百姓

2013 年，在北京有着不错工作的郭
学江，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的
号召，返回阜城县老家创业。

经过前期考察，他认为随着人口老
龄化的到来，家政服务人员缺口越来越
大，家政服务业前景光明。而阜城县是
国家级贫困县，群众收入较低，随着土
地流转，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
出来。

当年 8 月，他依托阜城德隆集团成
立了衡水德隆家政服务公司和阜城县德
隆职业培训学校，共培训家政服务员、
育婴员、养老护理员等 8000 余人，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

“公司采取员工式管理，每个从业人
员都要经过素质教育、专业知识、操作
技能的培训，并通过毕业考试。公司有
严格的管理制度，会对我们进行定期考
核评定。”学员张春玲说，她 2015 年 11
月参加了河北省组织的家政员比赛，理
论成绩全省第一名。如今，43 岁的她在

北京做育婴师，月薪 8000元。
“学校从北京高薪聘请了母婴护理、

养老护理方面的专家给我们讲课，让我
们又快又好地掌握了专业知识。”40 岁
的张印秀以前没有技能，只能在县城周
边打工，月薪仅 1500 元左右。2014 年 6
月，她参加了德隆学校的育婴员培训，
同年到一客户家工作，工资 4000 元。雇
主连连夸奖她：“印秀细心、有耐心，我
们家离不开她。”

“我们借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
大好机遇，积极和衡水各医院、北京、
天津等大型家政连锁公司及养老公寓建
立合作关系，不定期组织开展京津冀家
政员招聘对接洽谈会。这些措施的实
施，推动了学员就业。”德隆培训学校校
长张涵说。

德隆学校和家政公司的快速发展受
到肯定，先后被阜城县定为“就业培训
定 点 机 构 ”“ 下 岗 职 工 再 就 业 培 训 基
地”“养老护理员培训基地”，被衡水市
扶贫办确定为“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
被河北省人社厅评为“河北省优秀家庭
服务企业”和“河北省示范性家政员培
训输出基地”。

热心公益 回馈社会

在开展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增加
百姓收入的同时，郭学江还特别注重对
学员和家政人员进行思想道德方面的教
育。他说：“家政服务不仅是一份工作，
更是一种爱的传递。在服务过程中，要
将‘心存感恩、服务社会、温暖万家’
的企业精神传到千家万户，每个员工要
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的博爱精神。”

德隆家政公司还先后开设了多个公
益讲堂，如寒暑假期间对学生开办国学
教育、给社区居民开办家庭智慧教育、
法律讲堂、健康公益讲座等。

每逢节假日，郭学江就会带着员工
深入社区 、 养 老 院 ， 以 及 困 难 家 庭 进
行慰问，“送些米、面、油、鸡蛋等生
活必需品，东西不多，但是我们的一
点心意”。

“这次我有幸获得‘全国优秀农民
工’称号，非常激动，更感受到责任的
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唯有再接再
厉，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予的荣誉和
责任。”郭学江说。

一名正能量满满的农民工一名正能量满满的农民工
——记河北省衡水德隆家政公司经理郭学江记河北省衡水德隆家政公司经理郭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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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家住甘肃省灵台县邵寨镇干
槐树村干槐树社的王长善，把家里简单安顿了一下，就
拉起载水罐的架子车，从自家水龙头引满水，弓着背拉
起“咯吱、咯吱”的架子车拐上了村道。几分钟后，拉水
车拐进了五保户王有余的家。一进门，王长善顾不上
喝王有余熬的“罐罐茶”，就从案板下拽出两只铁桶，灌
满自来水。

干槐树村因一棵千年大古槐而得名，村上的“王氏兄
弟”不是一家人，却亲如兄弟，传为佳话。

2003 年夏，61 岁的王长善与 65 岁的王有余骑自
行车去陕西省乾县赶场割麦。在坡道上骑行时，王有
余摔倒在地，小腿骨折。王长善找来一辆车拉他回家，
路费需要 180 元。王有余钱不够，王长善就凑够钱送
他回家，并伺候他一个多月，直到王有余能下地走路。

王长善说，王有余小时候不慎落下终生残疾，但是
个热心人，手巧，会做很多事，在村子里名声很好，是个
活雷锋。邻家老人头发长了，喊一声，王有余过来一会
儿就理好了。有人需要编筐，王有余二话不说，不出几
天就把编好的藤条筐子送上门去。至于维修坏了的农
具，几十年下来，王有余也记不清修过多少了。

“有余身残志坚，是个厚道人，虽然生活很不容易，
但给人帮忙从来不收钱，我打心里佩服他！”10 多年
来，王长善一直把王有余的生活放在心上，每隔一两天
就要去王有余家，关心他的生活，甚至将王有余的吃水
问题“包干”。

“去年 8 月连阴雨，长善连续 10 多天给我送了热
馒头和蔬菜⋯⋯”王有余说：“长善对我的好，说也说不
完，他三天两头过来看我，我心里感激得很。”

“雷锋”助“雷锋”的佳话，在乡间传开了。一些邻
居也加入进来，不时给王有余送些东西。同村的王德
俊说：“有余和长善都是乐于助人的人，作为邻居，我们
很受感动，大家都跟他们学着呢。”

“有时赶集，路上碰见本村开车或者骑车的人，他
们都会把我载上一程。”王有余说，他很感激乡亲们。

干槐树下俩“雷锋”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王富强

绕过一座座山，翻过一道道岭。初春
时节，《经济日报》记者来到群山环抱的山
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上小峰村。

小小山村很热闹。五六处新房正在
依山就坡兴建，还有一些新房在装修。村
头挂着“人间烟火”牌匾的大院里，红灯笼
在料峭春风中摆动。这里是村里的游客
餐饮中心，可容纳百余人同时就餐。

村民徐传伟正在跟装修工人商量：
“能不能快点到我家干？”山上的花蕾正
含苞待放，前来踏青的人越来越多，清
明节、五一节将接踵而至，村里原来没
活干的工匠们现在忙得一塌糊涂，徐传
伟真有点急了。

村党支部书记牛占月告诉记者，这热
闹景象，是淄博市委政研室派驻该村的

“第一书记”刘昌法带来的。刘书记驻村
3 年，上小峰村从省重点贫困村变成省级
生态文明村、省级特色旅游村，成了全国
扶贫改革试点典型。

走到群众心里去

2012 年，淄博市委政研室农村科科
长刘昌法满 49 岁了，按当时政策，他很快
就要“内退”了。

这时，淄博市选拔机关干部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谁都没有想到，刘昌法征得
家人同意后，主动报名了。

偏僻的上小峰村里，青壮年外出打
工，留下的村民老的老、小的小，冷冷清
清。村子距离淄博市区 80 公里，交通不
便，去一次市里要倒 4 次车、花大半天时
间。

全村 205 户中有 114 户是贫困户，人
均耕地不到半亩。刘昌法放下铺盖，要走
访群众。牛占月说：“我领你去，青壮年不
在家，生人很难进门。”

刘昌法说不用领，他觉得把群众当亲
人，就不难走到他们心里去。

任学美大娘那年 82 岁，中年丧夫、老
年丧子，另外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女儿出

嫁不在身边。刘昌法上门嘘寒问暖。不
久后，他再次登门，带来了眼药水和消炎
药。原来，他看到大娘眼睛红肿、瘙痒，回
城向医生咨询后给大娘买了药。

无论是在上小峰村，还是后来到西沙
井村，刘昌法都是很快就走遍了全村每一
户人家。谁家有什么困难，他都记下来，
常常自己搭钱帮着解决难题。

用了几次药，任学美大娘的眼病就
好了。打那之后，儿女孝敬她的东西，她
总要给刘昌法留一份。2013 年春节，刘
昌法为躲开“正月酒”晚回村几天，老人见
面时不高兴了：“给你留的好吃的都坏了，
你咋不早来？”

老人给刘昌法 200 元钱，说是孩子结
婚提前送个喜钱；还亲自采了野菊花装在
枕头里，让老刘醒脑明目。

刘昌法的日记里，记着村民给他送来
的蔬菜、鸡蛋、馒头和老母鸡、野兔等。有
一次，他得了湿疹，瘙痒难眠。70 多岁的
村民赵心山上山采药，帮他凑齐中药进行
治疗。多么淳朴的村民，你给他一滴水，
他恨不得给你一条河。但群众送来的东
西，刘昌法总是想办法还回去。

徐传伟曾当过村支书，后来到镇信用
社当保安。他想不到，刘昌法到镇上办
事，会上门找他谈心问计。后来，他辞职
回村办“农家乐”，两口子都能挣活钱，收
入大大增加。他对记者说：“俺村的孩子，
刘书记都能叫出小名来。村里的狗见了

他，也会跑过来摇尾巴。”
村里有些事，像村容整治、垃圾清理、

旱厕改造等，有的群众不理解、不接茬。
村里一些老人就会出面说话，帮助刘昌法
把工作开展起来。

去年年底，淄博市委书记王浩下村调
研，走进了刘昌法在西沙井村的“家”，发
现饭桌上有半碗面条。那是刘昌法吃饭
时有村民因纠纷找他，他筷子一放就出去
了。桌子上还有一摞日记本，王浩数了数
共 9 本。翻开一看，里面有包村感悟，也
有农家忧乐。王浩深有感触：带着感情扶
贫，才能扶出成效。

让贫困户当股东

拔穷根必须上项目。刘昌法和村领
导班子筛选来筛选去，瞄准了乡村旅游和
水产业。

好山好水，最适合搞农家乐。他们盘
算了几个方案：引进大企业，群众实惠少；
群众一家一户干，食品安全、住宿卫生等
难把关，弄不好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粥。
思来想去，村里决定成立旅游股份公司，
统一打市场。

村民们有闲置房的投入房子，有钱的
投钱，都折合成股份。上级拨下来的扶贫
款，也折成贫困户的股份，每户 3.932 股，
全村贫困户共占 29.5％的股份。村民在
公司干，还有工资收入，农产品价格也比

过去高。去年，公司就开始分红了。
村民牛思恩去年拿出独门独院的两

间房开办“农家乐”。房间改造后，大床、
电视、厨房、水冲式厕所、太阳能洗浴等一
应俱全，每个床位每天 50 元至 80 元。老
牛说，俺村“贫困户当股东”，成了全国扶
贫试验区的好经验。目前，全村已发展

“农家乐”50多家，成了村里的摇钱树。
去年，“农家乐”旅游给村集体带来经

营性收入10万元。村里还招商引资，建起
水厂，安排部分村民就近就业，每年为集
体增收 5 万元。62 岁的原村支书宋元仓
说，刘昌法驻村3年，争取来项目14个、资
金 203 万元。村里修建了 6 座拦河坝，修
了旅游观光路，打了深水井，改造了村电
网，硬化了村内道路。

焦裕禄的故乡人

按规定，淄博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干
满一年就可以轮换。刘昌法干满一年时，
村民们舍不得他走。牛占月跑了十几公
里路，找到一位笔杆子写了挽留信，党员
和村民代表摁上手印，要求留下刘昌法。
刘昌法也愿意留下来继续干。

春去秋来，村班子理顺了，经济发展
走上了快车道，扶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
村民们再一次摁手印，还想挽留刘昌法，
但没有成功。

刘昌法喜欢上了驻村扶贫，根据他的
要求，市里安排他到西沙井村继续干，但
也给他压了更重的担子：担任市扶贫办副
主任，承包一个村，同时兼顾全市的扶贫
工作。

在艰苦的地方从事艰难的工作，刘昌
法真的就那么甘之如饴吗？刘昌法说，除
了愧对妻子、孩子和父母外，自己从来不
后悔这一选择。

博山区是焦裕禄的故乡。焦裕禄 42
年的生命中，在博山度过了 23 年。每每
走过路边那写着“焦裕禄纪念馆”的大牌
子，刘昌法都会感到，自己的努力还远远
不够。

每次回家，老父亲也会鼓励刘昌法。
老父亲曾是煤矿工人、青年突击队先锋，
25 岁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父亲的言传身教，成为刘昌
法前进的精神动力。

刘昌法真诚地告诉记者，自己只是全
市 265 个“第一书记”中的普通一员，搞扶
贫攻坚，靠的主要是党组织的力量。贫困
户冬天无煤取暖，自己一个电话，淄博市
委政研室就送来了煤；村里施工缺水泥，
政研室也很快就送来了。不仅如此，淄博
市委政研室的同事还一对一结对帮扶上
小峰村 18 个最困难的家庭。有难题，大
家一起出主意、想点子。需要协调问题，
无论找到哪个部门，都是一路绿灯。村民
的笑脸、领导的鼓励，再加上各方面的支
持，让刘昌法很有成就感和满足感。搞驻
村扶贫工作，他苦在其中、乐在其中，也会
继续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帮 助“ 亲 人 ”拔 穷 根
——记山东省淄博市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刘昌法

本报记者 单保江

人物小传

刘昌法曾是山东淄博市
委政研室农村科科长，2012年
至2015年，被派驻到博山区池
上镇上小峰村任“第一书记”，
他把该村发展成为省级生态
文明村、省级特色旅游村；
2015年7月，被派驻到省级贫
困村——博山区石马镇西沙
井村任职“第一书记”。

郭学江

（左

）下乡宣讲母婴护理知识

。

（资料图片

）

“一位电影人设计的藏式酒店，惊艳了全世界”，
“他打造出很好的精品酒店”，这是众多媒体对松赞创
始人白玛多吉的评价。

“创办松赞纯属机缘巧合。”白玛多吉说。此前，他
曾是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摄影和编导，每每有同事从云
南迪庆回来都会抱怨，这个世外桃源什么都好，就是住
宿条件太差。他灵光一闪，何不回家乡开家酒店？

说干就干。在古老的松赞林寺脚下的克纳村，白
玛多吉拆掉自家老房子，亲自设计、监工盖酒店。
2001 年，第一家“松赞绿谷”出现在乡亲们眼前。那
年，他的家乡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

万事开头难，松赞绿谷初期的经营并不顺利。白
玛多吉先后请过来自德国、奥地利等地的高管，但酒
店经营一直没有起色，现金流都是负的。但白玛多吉
没有放弃梦想，开始参与到酒店管理，一步步把酒店
调整得越来越好。现在，酒店每间客房的房费都在千
元以上，还一房难求。松赞从一个小客栈起步，已成
为拥有松赞梅里、松赞奔子栏等 5 家精品山居和 1 家
藏式城堡酒店的知名精品酒店品牌。

白玛多吉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香格里拉区域面
积大，很多地方交通不便，旅游设施匮乏。他煞费苦心
地通过松赞系列酒店，把香格里拉最有代表性的景区
串联起来，创造出一条以香格里拉为轴心的旅游大环
线。自 2011 年环线旅行全面运营以来，截至去年底，
旅行带动的房间收入已占松赞总体收入的 70%，从最
开始的“卖房间”成功转型为“卖旅行”。

谈起松赞的“商业秘诀”，白玛多吉意味深长地说，
“客人想要感受松赞的宁静和谐以及文化，我们就通过
旅行将更多的客人带到当地文化最传统、最原生态的
区域，让客人充分体验和了解这里的多民族文化，增进
彼此的融合。可以说，松赞用旅游架起了多民族文化
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现在，很多旅行指南里都写着：一生必须走一次松
赞 环 线 。 英 国 皇 室 出 游 指 南《Tatler》把 松 赞 列 入

“101家全世界最好的酒店”。
如今，很多住过松赞的客人，离开前都想见一见这

个传奇酒店的创始人白玛多吉。每每与白玛多吉见
面，他们都会感谢白玛多吉打造出如此精致的中国元
素酒店，提供了一段如此难忘的旅行记忆。白玛多吉
说：“我不是在做酒店，是给客人做家，松赞就是很多客
人远方的家。”

松赞系列酒店创始人白玛多吉：

“香格里拉”的追梦人
本报记者 郑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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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交谈。（资料图片）

◀ 刘昌法看望

老人。 梁立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