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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河津市龙门村党委书记原贵生——

带着乡亲跃“龙门”
万里黄河，九曲蜿蜒，至山西河津

后出晋陕峡谷，水面陡然开阔。岸上，
便是“鲤鱼跳龙门”传说的发源地——
龙门村。千年传说，道出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在山西河津市龙门村党
委书记原贵生带领下的龙门人，把这一
传说变为现实。

21 年来，原贵生带领村民换脑筋、
谋发展。2017 年，全村集体资产积累
达13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5亿元，村民
人均收入近 3 万元。该村先后被评为
全国文明村、全国十佳小康村，龙门集
团获全国大型乡镇企业、全国就业和社
会保障先进单位等称号。

龙门人，跃过了世代梦想的“龙
门”。原贵生，这位百姓致富带头人，用
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为生我养我
的这块土地奋斗，无怨无悔！”

“发展集体经济是重中之重”

“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要
时刻把发展作为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的第一要务。”初见原贵生，他对于基层
党员的使命、责任记忆深刻。怎么当好
这个负责人，带领乡亲们致富，是他当
书记的这 21 年里日思夜想的头等大
事。

龙门村明清时曾是重要渡口，商业
繁荣兴盛。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龙门
村地位下降，成了“禹门口常风吼，土薄
沙厚石头多，披烂袄，吃黑馍”的穷山
村。如何才能重现昔日繁荣？原贵生
的想法是，先发展集体经济。

“跟其他山西农村一样，我们首先
进入的是焦化产业。”1996 年，原贵生
上任村党委书记，他首要的任务是把村
里一个年产2.5万吨的焦炉生产线提高
到年产 22 万吨。设备要更新，企业要
扩容，没有钱，从何谈起？原贵生以自
己的身家性命担保，鼓励党员群众投入
到村办企业建设中。

冲着原贵生的承诺和人品，人们热
火朝天地干了一段时日，但这种集体企
业到底能坚持多久？不少人持怀疑态
度。“也有不少人劝我改制，因为私营企
业挣多挣少都是自己的，加上企业职工
都是本村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好管
理，挣多挣少一个样，积极性不高，也容
易心里不平衡。”面对这些实际问题，原
贵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解答，“在农
村，如果不发展集体经济、改善基础设
施，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就是一句空话，
更谈不上新农村建设。集体经济建设
势在必行，且必须放在首位”。

那么，如何解决好体制上的制约问
题？原贵生想到了股份制，采用让村民
和员工入股的法子，“大家的积极性一
下就上来了，有的人入股高达200余万
元，少的也有几万元。通过入股分红的
方法，使集体企业实力大增，村民职工

的收入也大大提高，凝聚了民心，调动
了积极性。这样一来，就把企业的发展
与个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村民原淑英告诉记者，如今村里有
啥项目，大家都抢着干、往好了拼，“我
们都知道，原书记连续 20 年过年都在
生产一线，人家图啥？不就图着给我们
大伙多增加些收入，给村里多些实惠
嘛！跟着原书记，绝对亏不了咱”。

“正是坚持壮大集体经济的发展道
路，为龙门村实现村民共同富裕奠定了
坚实基础。”原贵生说，党的十九大进一
步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无论怎样，发展集体经济都将是
龙门村的重中之重。

“合理调配，才能发展更快”

龙门村成了山西名村，村办产业壮
大了,下一步如何发展？

“原贵生的意识很超前。他并不满
足于集体经济一花独放，而是积极探索
集体控股、村民入股、联户入股，甚至引
进外来资本。”龙门村党办主任原建发
告诉记者，龙门村在确保集体经济主体
地位的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百花齐
放，小村庄做出了大格局。

“不同的所有制就像不同的汽车，
有的跑得快，有的拉得多。只有合理调
配，村子才发展得更快。”原贵生说。

2012 年，龙门村引进安徽合肥一
家企业，建成一条高端色素炭黑生产
线。原本村里生产的炭黑一吨只能卖
五六千元，深加工后的新产品，一吨卖
到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更早的时候，龙门村主动与国企合
作，开发村里的矸石、炉渣等工业废渣、
废气，借助国企的设备、技术和人才优

势，迅速实现产销两旺，提升了盈利空
间。重组后，企业盈利一度占到村集体
经济总盈利的四分之三。

掌舵龙门村 20 多年来，原贵生遭
遇过家庭变故，龙门集团也经历过发展
瓶颈，但他从未退缩。

2016 年，建材市场低迷，而建材收
入占到了龙门集团营收的三分之一，影
响非同小可，原贵生只得向管理要效
益。整整 3个半月时间，他吃睡在办公
室，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带着党员干部
查岗，“后半夜里人最容易打盹，一走神
产品质量就可能不达标”。半年后，龙
门集团一举扭亏为盈，实现了 1.2 亿元
盈利。

如今，这个原本只有 3600 多人的
村子，外来人口已达到六七千人。河
南、安徽、甘肃等十几个省份的打工者
和管理人才在这里扎下根，甚至美国、
法国、伊朗的专家也在村里长住下来。

48岁的杜世东来自甘肃，是村办企
业一名车间副主任。他的一儿一女都
在龙门村长大，说一口地道的山西话。

“村里给我分了一套房，前年我又在村
里买了一套房，预备着给儿子结婚用。”
杜世东笑得很满足。

同样感到龙门幸福指数高的，还有
嫁到龙门的白艳红，“我们邻村人都很
羡慕龙门人，他们有个好书记，有个真
正为大伙着想的大家长。这里经济发
展好，文化教育都搞得好，每天走在路
上，乡亲们都是乐呵呵的”。

“向光头爷爷学习”

在龙门村，每天清晨都能看到很多
人清扫街道，不少都佩戴有“共产党员”
的徽章。原贵生定了个规矩：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要义务为村里作贡献。清

扫街道成了大家抢着干的活儿。
作为村里的老党员、带头人，原贵

生在村里的一个个早晨也是从捡垃圾
开始的。“每天走着上班好处很多，哪儿
不干净了顺手捡起来，哪个下水道堵
了，哪的公共设施该修了，都是在溜达
着上班中发现的。”

上行下效，原贵生捡垃圾捡出了一
批小“粉丝”，龙门村的孩子们看见地上
的垃圾也会主动捡起来丢到垃圾桶
里。5 岁的原子萤告诉记者，小伙伴们
都是在“向光头爷爷学习”。

在光头爷爷原贵生的带领下，龙门
村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龙门
村人实现了住有所居，村里补贴后，每
户只需拿出4万元至7万元就能搬进楼
房；龙门村的小孩从幼儿园到初中全部
享受免费教育；村民的医疗费用在国家
报销基础上，剩下的部分由村集体报
销，村民看病不花钱；村里还为村民上
缴了养老保险金，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
月领取补助……

如今，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
多位，80岁以上老人 58位，还有 1名百
岁老人。“日子可好了，每年还能出去旅
游，北京、上海、桂林都去过了，这都托
了我们原书记的福！”71 岁的侯清叶说
起现在的生活一脸满足，但她最大的

“愿望”却是让原贵生早点“退休”。“原
书记身体虽然硬朗，但架不住太拼命，
经常看见他挂着输液吊瓶指挥工作，他
太辛苦了。”侯清叶说。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原贵
生话不多，穿双老布鞋，见谁都是一脸
笑容。可每当谈到责任、担当等问题时
就会下意识地挺直背，表情庄严：“当干
部，就是要负责任、敢担当、能苦干，要
带领群众共同富裕，过上好日子！”

河北省邯郸市“天使之眼”志愿服务团队：

用语言为视障人士传递光影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魏荫莱

在河北省邯郸市，有一支名叫“天
使之眼”的志愿服务团队。他们有一个
流动电影院，通过志愿者用语言描述电
影场景和内容，让广大视障人士“听”电
影 ，享 受 影 视 带 来 的 精 神 愉 悦 。 自
2006 年起，11 年里，志愿者们走乡入
村，共为上万名视障朋友播放了 6000
余场电影，受到热烈欢迎。

用语言“讲”电影

今年1月23日，在邯郸市永年区金
阁林酒店会议大厅，60多名盲人围坐一

起，正在“看”国产电影《战狼2》，在志愿
者的讲解下，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跌宕
起伏，他们的表情也随着变化，并不时
响起阵阵掌声。

这些盲人来自周边几十个村子，几
天前听说“天使之眼”的志愿者们要来

“讲”电影，他们就一直盼着时间快点
到，“真是太精彩了，电影就是好看。”

“看”完电影的张小军兴奋地说。
“天使之眼”扶残助盲流动影院的

发起，源自 2006 年 7 月“天使之眼”扶
残助盲志愿服务活动发起人孔媛媛，在
参加徒步千里走滏阳环保活动时，听到
一些盲人、视障人士对她说，“如果能给
我 3 天 光 明 ，我 的 愿 望 是 看 一 场 电
影”。如何才能让盲人“看”上电影？孔
媛媛和其他志愿者们经过思考，决定给
盲人解说电影，做盲人朋友的眼睛。随
后，志愿者们通过联系各地电影放映
员，开启了流动影院的放映活动。

看电影容易，“讲”电影却不简单，
志愿讲解员准备一部电影至少要 15
天。为了使“讲”电影接近于看电影的
效果，把握住电影细节，他们一遍遍地
看影片，对影片中每一个场景、台词、音
乐都烂熟于心。有时为了揣摩人物感
情和心理变化，一个几秒钟的画面讲解
员都会反复观看，反复推敲，通过一次
次调整语速、语调，酝酿情绪，让自己的
讲述与影片故事情节有机地融合。“通

过我们的描述，给大家营造‘亲眼所见’
‘身临其境’的氛围，是我们最大的心
愿。”孔媛媛说。

在现场“听”电影的秦师傅告诉记
者，通过讲解员生动细致的描述，电影
里的故事都能听明白，头脑里画面感也
很强，感谢志愿者让他们也能享受到和
正常人一样的文化生活。“看到视障朋
友能‘听’懂一场电影，我内心很满足，
很有成就感。”志愿讲解员马聪聪说。

用爱心点亮心灵

“天使之眼”流动电影放映活动通
过为视障人士“讲”电影，把大家聚在一
起，让他们走出封闭灰暗的世界，更好
地融入社会，变得积极阳光。

永年区盲协主席杨俊山告诉记者：
“‘看’电影活动，不单单是给大伙放了
一场电影，还让我们这个群体相聚在一
起，走出各自封闭的小世界，畅所欲言、
互相交流，让大家对生活满怀希望。讲
解员个个都是‘天使’。”

看到讲解电影活动给盲人朋友心
灵里带去了“光明”，孔媛媛团队高兴万
分。为了能更好更多地服务视障人士，
他们开始不断招募和补充志愿者，加强
志愿者管理与培训，让流动电影院能够
持久、良好地运行。随着对放映服务的
提炼，志愿者们还把电影分章节剪辑编

辑，将更贴近剧情的语言配音录制后加
入电影中，让盲人朋友更好地听懂每部
影片。此外，志愿者们还录制了有声电
影广播剧、有声系列励志故事等内容，
通过音频设备播放给大家听。

哪里有需要，流动影院的志愿者们
就服务到哪里。11年来，“天使之眼”扶
残助盲公益团队先后到武安邑城镇、涉
县西戌镇、魏县南双庙乡、磁县陶泉乡
等600余个村庄志愿服务，为上万名盲
人朋友放映了《越来越好之村晚》《幸福
来敲门》《智取威虎山》《建党伟业》《开
国 大 典》《离 开 雷 锋 的 日 子》等 电 影
6215场，深受群众欢迎。

记者了解到，“天使之眼”流动影院
的志愿者们协同社会各界人士“请进
来”和“走出去”，帮助更多视障朋友在
更广阔的领域像健全人那样享受生活。

孔媛媛说，多年来“天使之眼”项目
得到了多方支持，志愿团队即将在邯郸
市赵苑公园北门附近开设“天使之眼”
固定影院，通过“讲”电影、技能培训等
形式，帮助残障朋友敞开心扉，树立信
心，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

今年，志愿团队计划联系全国 20
多位影视、主持、音乐界人士，为特制电
影重新配音。同时，还将面向河北省11
个地市开展“天使之眼”流动放映孵化
工作，培训更多的志愿者，把一部部电
影送到盲人朋友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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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之眼”志愿服务团队发起人孔

媛媛（左）在为盲人朋友“讲”电影。

宋美倩摄

2 月 1 日，春运第一
天。在上海虹桥国际机
场 ，一 派 忙 碌 有 序 的 景
象。细心的旅客发现，9
号登机安检口新命名为

“吴娜示范通道”。“您好，
请往这边走”“证件别忘
了拿出来”，吴娜微笑着
招呼安检旅客。

今年30岁的吴娜，在
虹桥机场安检岗位已工
作12个年头，是安检护卫
保障部旅检一科三分队
的分队长，负责管理 1 号
至 14 号安检通道。她身
着笔挺的制服，脸上挂着
浅浅笑意，亲切而温暖。
身为全国劳模的吴娜，用
日复一日的行动证明，只
要做个有心人，再平凡的
岗位也能闪闪发光。

创“三主动”工作法

春运时间，总是忙碌
的，吴娜走起路来脚下生
风。挂在她制服上的工
作通行证背面，写满了各
家航空公司、行李查询或
服务柜台电话。“总有旅
客会问到，我就随时准备
着。”吴娜的细心在机场
安检组是出了名的。

11 年前，刚来到虹桥机场工作的吴娜，被安排加
入中国民航安检的金字招牌——虹桥机场公司安检护
卫保障部旅检一科“安捷组”。“旅检一科早就是劳模集
体，‘安捷组’更是全国巾帼文明岗、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单位。在这样的模范集体里，受到前辈们影响，我也慢
慢理解并爱上安检这份工作。”吴娜说。

吴娜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喜欢与人交流，她所处
的旅检一科又是随时要和旅客打交道的部门，她常常
给旅客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查验身份证和机票时，吴
娜会看看旅客证件，在安检通道太过拥挤时，说一声

“请稍等”，一些旅客会很高兴地和她聊两句。碰巧看
到当天是旅客生日，她说上一句“生日快乐”，旅客会露
出惊喜的笑容。

吴娜每天要给近千人做安全检查，弯腰 2000 多
次，“每天如此，非常辛苦，但这是我的工作，马虎不
得”。“这个姑娘特别好学，还总结出做好工作的方法和
技巧。”王艳是安检岗位的“老法师”，在她眼中，吴娜对
待工作的态度不是完成任务，而是充满热情和干劲。

“同样的工作，她来做，效果完全不一样。”吴娜发现，登
机牌加盖验讫章后，油墨常会弄脏旅客的手或衣物，她
每次盖完章，沿登机牌齐缝联对折，再递给旅客，小小
的举动为他人省去了麻烦。

工作没几年，吴娜就摸索出一套“三主动”工作法：
遇到年长、体弱的旅客，主动帮着提携行李；对检查完
毕的旅客，主动提醒或搀扶，以免旅客摔倒；主动“多说
一句”，及时告知旅客登机口方向，减少他们在安检区
滞留时间。吴娜发现，旅客有时急需创可贴等小件物
品，上岗时，她会先准备一个“小锦囊”，里面装有针线
包、创可贴等用品，时常能解决旅客的“燃眉之急”。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越是繁忙时，越要严谨。“安全和服务是安检工作
的灵魂，一味热情远远不够。”这是吴娜总结的岗位真
谛。她所承担的工作是对乘坐民航班机的旅客和随身
行李实施安全检查，防止违禁物品带上飞机，确保空防
安全。“安全是第一准则，检查时有时难免‘碰钉子’，这
就需要换位思考与更好的沟通。”

根据规定，航空旅客可随身携带单件容器容积不
超过100毫升的液态自用化妆品乘机。很多旅客在这
一条上“中了招”。在吴娜看来，如果能及时为旅客提
供解决方案，比如“如果航班时间还早，可以先去托运”
等，效果会更好。如果旅客时间紧张，吴娜身边总准备
着几个不超过100毫升容积的分装瓶，给旅客备用，减
少他们托运行李时间。在遇到旅客随身行李安检不通
过需先去办理托运，再重新进入安检时，吴娜则会为旅
客提供二次安检的优享服务。

空防安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日益严峻，旅客携带
的“仿真”违禁物品也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我们苦练工
作技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吴娜说，打火机不能随身
携带上飞机，安检时，她就曾发现一些精致的工艺品、
手表等都是打火机。还有一次人身检查时，她发现一
名旅客的皮带头有些特别，检查后才知竟是隐藏的打
火机。凭借高超的技能，吴娜在机场岗位练兵、技术比
武中，多次获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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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安检员吴娜。 李治国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魏永刚

上图 原贵生（左四）每次参加会议回来，都会第一时间和村民交流。

右图 原贵生（右一）在集团建材公司主控室调研。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