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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玉 精 神 永 流 传
本报记者 梁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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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玉干部学院是山西省对党员干部

进行党性教育的实践基地，右玉精神展览

馆正坐落于学院内。近日，记者来到右玉

精神展览馆，再一次感悟“功成不必在我”

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

担当。

“2019 年，展览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成为弘扬右玉精神的重要

标杆。”右玉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右玉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悦告诉记者，“右玉精

神一定会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代代相

传。”

70年种下1.3亿多棵树

走进右玉精神展览馆，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幅大型浮雕。浮雕主体镌刻的是

一群拿着锄头、铁锹、水桶、树苗的男女老

少。他们目光坚定，昂首向前。这群人中

有党员干部，有普通百姓，但实难分辨。

而这恰恰很好地反映了右玉 70余年在绿

化实践中党员干部的真实表现：饿了吃点

土豆，渴了喝口冰凌水，干部和群众吃一

样的穿一样的干一样的……且远不止于

此。右玉的故事装满了箩筐，个个听起来

就让人心生敬意。

“新鞋套旧鞋”与“天公播草”。马禄

元是右玉第四任县委书记，大战黄沙洼的

带头人。由于既要在黄沙洼刨坑、植树，

又要辗转多地联系技术员、联系树苗，他

的鞋底磨透了，于是他把过年的新鞋拿出

来套在旧鞋上穿，以增加鞋的耐磨性。

“1958 年，为了加快右玉的林草面

积，马禄元去甘肃天水学习，并带回草木

栖在右玉试种。雁北行署和空军部队联

系，安排飞机进行飞播牧草。由于飞机飞

播安全系数不高，马禄元便自告奋勇登上

飞机，为右玉播种牧草。”右玉县政协原

主席王德功告诉记者，“后来马禄元谈及

此事，打趣地说：古有神话，天女散花，我

给他搞了一次天公播草。只要右玉人能

尽快富裕，咱担点风险怕什么。”

“变形的手”。伊小秃，右卫镇北辛窑

村原党支部书记。因长期用镐头刨土导

致每个手指的关节都严重突出，掌心里有

一块厚茧，坚硬无比。

“生命的代价”。张一，生前曾是右玉

县杨千河乡党委副书记。2005 年 4 月的

一天，他去代县苗圃调运树苗，因不放心

树苗的安全，在下车查看时被一辆迎面驶

来的卡车撞倒，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正是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才调动起

广大群众的植树积极性。据统计，新中国

成立以来，右玉广大干部群众植树达 1.3

亿多棵。这1.3亿多棵树带来了生态环境

的根本改善，背后承载着团结的伟力。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

灯，黑夜土堵门，风起黄沙飞，雨落洪成

灾”。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注定右玉的

绿化之路不会平坦。但右玉干部群众没

有被吓倒，硬是靠着“一把铁锹两只手、干

罢春夏干冬秋”的韧劲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难关。气候寒冷，春季土地解冻晚，就在

秋季一个坑一个坑提前挖好；土地贫瘠，

树木成活率低，就死了再种，反复多次；山

上缺水，就用马车人力驮、挑、拉水上山；

没钱买树苗，就裁剪杨树枝栽种；缺乏专

业技术人员，就自我摸索。毛永宽，当时

右玉县最年轻的大队支书，通过自学变成

了“土专家”。他自行设计的水利工程，极

大地缓解了威远村土地的旱情。而著名

的“三战黄沙洼”，更是以最终的胜利打破

了“沙梁上植树无法成活”的断言，极大地

鼓舞了右玉人植树治沙的信心。但他的

生命却因过度劳累定格在了 28岁。在他

的葬礼上，他的妻子亲手为他糊了一把

“纸锹”，放进棺材里。她说：“永宽活着的

时候，天天都和铁锹在一起，铁锹陪伴他

的时间比我陪他的时间长，永宽已经离不

开它了，就让我为他折一把锹吧，这锹就

是他的念想啊……”

“不怕，我们不怕！”“干！继续干！”参

观右玉精神展览馆，耳边不时回荡着这些

呐喊声。

马禄元书记曾说:“我们要记住，植树

治沙是一场持久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成

功。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树立吃

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坚持奋斗 30 年、50

年！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脚踏实地，一棵

一棵地去植树，一道梁一道梁地去绿化。”

展览馆讲解员李洁跟记者说，正是依靠吃

苦耐劳的精神，通过顽强的抗争与努力，

右玉才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可能变成

可敬。

筑起心灵坚守的屏障

驻足展览馆陈列的第十一任县委书

记常禄的肖像前，李洁给记者讲了有关

他的故事：“常禄书记在右玉工作了 8

年。8 年间，他参加过 15 次植树造林全

民大会战，没缺过一天勤，而且每到植

树季节就坚持带着一家 6 口人上山种

树。由于积劳成疾，年仅 59岁便与世长

辞。临终前，他没有立遗嘱，没有安排

子女的事，而是把右玉几位干部叫到病

床前叮嘱他们，‘树是右玉的命根子，要

保护好’。”

故事感人至深，也让人更能理解常禄

书记提出的“飞鸽牌的干部要做永久牌的

事”这句名言的内涵。

实际上，不仅右玉干部执着于植树事

业，他们的家人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

和支持。王德功指着展板给记者讲了这

样几个故事：

右玉第五任县委书记庞汉杰的夫人

孙淑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回家探亲，临

走时哥嫂给她准备了红枣核桃，让她带回

去给孩子们吃。但她不要，她坚持要带些

松子回去。对此，哥嫂很是不解。她说

道：右玉的荒地太多了，如果松树能成活，

那就太好了，让右玉遍地长满松树多美

呀！哥嫂明白了她的心思，如愿让她带走

一些松子。回到右玉，孙淑凯就迫不及待

地让人试种。真可谓“松子情怀，质朴家

风”！

走出右玉精神展览馆，不禁让人感

慨：一座城、一群人、一片绿，不仅筑起了

防风固沙的屏障，更筑起了心灵坚守的

屏障。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我们

要牢记嘱托，大力学习和弘扬“右玉精

神”，在转型发展蹚新路的征程上砥砺奋

进，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右玉精神”的

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生动实践，奋力书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在右玉精神展览馆中，有一位年轻的右玉精神

宣讲员，把右玉精神带到了全国的演讲比赛、讲解员

大赛中，并获得优异成绩，她就是李洁。

李洁是个土生土长的右玉姑娘，大学毕业后的

第一份工作就是右玉精神宣讲员。“我十岁时，姥姥

带我到黄沙洼去学种树。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铁

锹为什么是右玉人的传家宝。”李洁告诉记者，姥姥

曾参加过“三战黄沙洼”，不止一次描述过当年大家

伙儿热火朝天、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奋斗场景。也

正是从小受到“右玉精神”的滋养，才让她有了扎根

这片黄土地的想法。尤其是接触讲解工作后，李洁

意识到作为一名宣讲员，不仅要宣讲好，更要传

承好。

每当遇到困难，姥姥的悉心教导和支持，还有右

玉绿化功臣的故事都成为她坚持下去的动力。李洁

说：“毛永宽 20 岁开始工作，如此青春年纪，想着的

全是村子里的大小事情。8年时间，村子变好了，人

们过上了好日子，可他却因积劳成疾走了，那年他才

28 岁。”讲到这里，李洁的眼眶湿润了，她说：“我们

是幸运的一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70 多年植树

治沙，我们成为生态建设成果的享受者。作为新时

代右玉人，我能为右玉做什么？要为右玉做什么？

‘右玉精神’所承载的感人事迹，需要宣讲员成为有

声传播的重要媒介，去讲述、表达。”

李洁回忆起接待右玉第七任县委书记薛珊的夫

人和孩子们时的情景。得知是老领导的家属，她提前

准备了充分的讲解内容。“老人慢慢走在展厅里，认真

地看着墙上的每一张照片，展柜中的每一个老物件，

她表情时而凝重，时而开心。“三战黄沙洼”板块的内

容讲解结束后，她激动地说：‘孩子，不容易啊。当时，

我们来到右玉，黄沙洼的成功治理真的是个大奇迹！’

看着大家在野外热火朝天种树的照片，她说：‘真怀念

那时候在右玉的日子，虽苦也乐，大家在野外吃点干

炒面，喝点冰凌水，完成任务高兴得很！’”李洁说：“的

确，老一辈亲历者都有这样的劲头。近

耄耋之年的右玉县政协原主席王德功老

人、古稀之年的村支书王明花奶奶，如今

虽然都年迈了，可依旧站在弘扬‘右玉精

神’的一线奋斗，播撒绿色的种子。”他们

每一次动情的讲述，她都细心记录下来，

汲取前进的力量。

“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行动是最好

的传承。过去右玉人能做到的，我们

‘90 后’同样可以做到，一定会让

‘右玉精神’永远传承下去，将‘右

玉精神’种到每个人心里，让它

发芽、长大！”李洁说。

在右玉精神展览馆，陈列

着这样一张奖状。上面写着：

“余晓兰同志，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

能获得这样的荣誉，是了

不得的事情。可这只是她众多

荣誉中的一项，余晓兰先后获

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

“全国三八绿色奖章”“全国三

八红旗手”，当选为党的十六

大、十七大、十八大党代表。

这是一个为了爱情来到右

玉的云南姑娘。刚来右玉时，

从县城颠簸辗转一天才能到家

——南崔家窑村。面对破败不

堪的村子，余晓兰想，自己这么

年轻，不能就这么过一辈子。

恰逢 1992 年右玉县开始实行

荒山拍卖和承包治理。余晓兰

看着村前那一大片荒滩，打算

把这一片荒滩承包下来，种上

果树，三年两年一挂果，收入不

就来了？

可家人不同意。“那荒滩都

荒了几百年了，凭你能治理得

了？这地方就种不活果树！”

不顾家人反对的余晓兰承

包了村前那片河滩，大约有 30

多亩地。她把河滩里的石头一

块一块搬出去，有的石头太大，

她就找来炸药，把石头炸开。

河滩里的土太薄，她就从别处

拉来一车车的土填到河滩里

去。整整一冬一春，原先白白

净净的一双手，粗糙得就像毛

刷子。凭着这股子倔强劲，余

晓兰把河滩全都种上了苹果

树。可结果却让所有人失望

了，果子是长出来了，但就是成

熟 不 了 ，因 为 右 玉 无 霜 期 太

短。失败没有让她气馁，她把

本地的小果品种树苗和果树进

行嫁接，培育出适合右玉气候

的 果 树 。 树 种 解 决 了 ，可 水

呢？她一担一担地挑。一年一年过去了，腰上因此落下

了病根。一次，她挑着水桶，强忍着腰痛，一步一步地往

山上挪动着。突然，脚下一滑，身子一歪，肩上的担子飞

了出去。两只水桶咕噜噜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她也同水

桶一样翻滚到山下。

这次受伤后，余晓兰回到云南养伤。一日，她收

到一封来自山西的挂号信。这是当时右玉县县长赵

向东寄来的，随信一起的还有 1500 元的汇款。信中

这样写道：晓兰，你是全国绿化模范，你提到的关于

右玉荒山绿化的很多想法都非常可行，这是咱右玉

人的骄傲啊。听说你因为植树受伤回了云南，这

是一点微薄的心意。早点养好伤，尽快回到右

玉，继续咱的绿化事业。

看到这里，余晓兰的眼睛湿润了，这么多年

为了种树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那么多坎

都过来了，现在却退缩了？自己做了点应该做

的事，没想到能得到赵县长的肯定。这封信

鼓舞了余晓兰，她当即决定养好伤就立刻回

到右玉，继续种树！

如今在南崔家窑村晓兰生态园区，60多

万株松树、3万多株果树、10亩人工沙棘苗、

10亩柠条苗迎风招展，风景美不胜收。余

晓兰说：“长城旅游公路马上就修到家门

口了，欢迎大家来做客！”

这个来自彩云之南的新娘，就像一粒

沙棘种子，以极强的生命力，凭着从不向

命运低头的勇气和毅力，为右玉大地播撒

着春天般的勃勃生机。

将“ 右 玉 精 神 ”种 到 每 个 人 心 里
本报记者 梁 婧

天津姚志鹏天津姚志鹏：：坚持信念坚持信念，，久久为功久久为功，，新岁月初心不忘新岁月初心不忘，，红歌响彻天穹红歌响彻天穹。。

辽宁彰武县组织部张哲元辽宁彰武县组织部张哲元：：县委立壮志县委立壮志，，誓把沙丘移誓把沙丘移。。草挡戈壁侵草挡戈壁侵，，林做林做

迎风旗迎风旗。。泥石化清流泥石化清流，，黄莽变绿洲黄莽变绿洲。。

山西张国安山西张国安：：黄沙洼黄沙洼，，风挟黄沙古城下风挟黄沙古城下。。古城下古城下，，田园吞噬田园吞噬，，城墙掩压城墙掩压。。

右玉干群浑不怕右玉干群浑不怕，，余载承绿化余载承绿化。。承绿化承绿化，，沃野镶翠沃野镶翠，，绿装披挂绿装披挂。。

山西段永竹山西段永竹：：右玉精神就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右玉精神就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励就是励

精图治精图治、、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久久为功就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精神利在长远的精神；；就是我们的老百就是我们的老百

姓热爱家园姓热爱家园、、守土有责的情怀守土有责的情怀。。为右玉精神点赞为右玉精神点赞！！

山西刘喜科山西刘喜科：：红旗举红旗举，，乾坤定乾坤定，，造林田造林田，，六十八载六十八载，，开创伟业谱新篇开创伟业谱新篇。。重重

上雄关漫步上雄关漫步，，再渡苍头河畔再渡苍头河畔，，翡翠缀关山翡翠缀关山。。铸就凌云志铸就凌云志，，沧海变桑田沧海变桑田。。

如今的右玉美如画。 （资料图片）

铁锹、平车诉说艰辛下的坚毅。 辛 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