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背篓商店老职工王炳春为记者展示当年保留的背篓
王砚香把商店“装进”背篓里

1953年， 经乡政府推荐， 土生土长的房山人王砚
香在周口店供销社当上了一名售货员， 那年他23岁。
他有着山里人的纯朴感情， 踏实地在娄子水分销店瓦
井分销店学习锻炼， 后来成为黄山店分销店负责人兼
核算员。 他怀着为建设家乡做贡献的愿望， 在干部简
历表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志愿当一辈子售货员。

黄山店地处深山 ， 7个生产大队的 540户社员 、
2800人， 分居在35条山沟里和十几个山坡上， 还有十
几户牧羊和护林的社员独居在高山上 ， 购物极不
方便 。 “背篓商店” 是周口店供销社设在黄山店的分
销店， 作为村里唯一的分销店， 社员买东西只能请假
下山来买， 等买好东西回到家也快日落了。 有时遇到
阴雨天山路湿滑， 大雪天看不见道路， 社员下山十分
困难。

1958年， 黄山店实现公社化， 大批社员到山上大
搞水土保持， 兴修水利， 社员们下山买东西的时间更
少了。 王砚香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他和其他5名职工
商量： “社员生产这样忙， 我们为什么不把货送上山
去？” 大家对送货这个想法， 一开始持有不同意见， 觉
得这样售货会导致人员分散、 卖货效率降低。 王砚香
决定自己先尝试一下， 就用背篓装上煤油、 酱油、 食
盐等小百货上路了。 他先来到12里外的长流水村， 正
赶上社员午休。 社员们惊喜地奔走相告： “供销社送
货来喽！” 一会儿功夫， 商品全卖光了。 社员们却意犹
未尽， 盼望王砚香能再送货来， 并请他记下要买的货
品。 社员贾祥拉着王砚香的手说： “老王， 你背来的
这一篓商品， 给我们节约了多少人工啊！”

王砚香从群众的笑脸中受到鼓舞， 回到分销店讲
了一天的经历。 大伙听得入了迷， 纷纷表示今后就这
样办。 从此， 王砚香和他的5位同事一改过去坐等客来
的做法， 轮流背篓上山， 一年四季， 从不间断。 “背
篓商店” 这一称呼也在群众中间流传了开来。

可时间久了， 有些分销店的职工产生了意见， 有
的说： “山路难走， 我们别背油盐酱醋这些沉东西，
既费力却又卖不了多少钱。” 王砚香听到这些意见后深
知大家的辛苦， 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我们背篓上
山销售就是为了方便群众生活， 只要是对生产建设有
利的， 哪怕是一分钱的东西我们背上去也是值得的。
这艰苦的路， 我们不走群众就得走， 我们一个人走一
遍， 就免得群众很多人都走一遍。” 听了王砚香的话，
职工们统一了思想， 坚定了背篓上山销售的信念。

只要能方便群众的事，咱们就干

在1958年到1965年的7年时间里， 王砚香与分销店
的职工们， 不畏风雨每天坚持为山区群众送货， 大到
上百斤重的水缸， 小到几分钱的绣花针， 只要是群众
需要的， 他们一定满足。 当时， 涞沥水生产队有一位
为集体放羊的羊倌。 因羊群对山上水草的季节性需要，
这位社员拖家带口， 一家老小常年居住在偏远的锯齿
山上， 吃水要到下边山谷中去背， 吃一桶背一桶， 很

不方便， 他反映急需一口水缸。
王砚香将这事记下， 很快购进一口大水缸。 但是

后面的麻烦更大了， 50多公斤重的水缸如何背到锯齿
山上去？ 可为了让群众尽快用上水缸， 王砚香决定和
店员杨守林一起专门上山一趟。 这天一早， 他们将这
口缸用绳子捆在背架上， 轮流背着， 沿着山路小心翼
翼地往上爬。 爬到半路， 杨守林脚下一个趔趄， 差点
将水缸掉下来， 幸亏王砚香及时接住， 胳膊上却蹭破
了一层皮。 俩人不知歇了多少次脚， 直到太阳西斜，
他们才来到羊倌家里。 当这家人看着放在眼前透着光
亮的大缸和一旁气喘吁吁、 汗流浃背的王砚香二人时，
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而王砚香他们却顾不上喝口水，
就又到别家收购山货并统计所需货物去了。

王砚香和同事们在售货过程中， 总是根据群众需
要不断摸索、 实践。 每次上山， 他们都会拿出一个专
门的记事本点检货物。 售完货， 再在记事本上将社员
需要的货物一一记下。 如果某种商品一时缺货， 他们
也要千方百计通过供销社途径调货过来。 总之， 只要
群众需要又能办到的事情， 他们从不推辞。

此外， 只要有利生产， 王砚香连理发的事也会管。
有一次， 他背着背篓到离黄山店18里地的山村葫芦棚
去送货。 送到半路， 看到几位社员空手向黄山店走来。
王砚香想： 现在山里的农活正忙， 他们成群搭伙下山
干什么呢？ 临近了， 他高声问： “下去干什么？” “到
黄山店理发去。” 几人同声回答， 王砚香边走边想： 黄
山店那个小理发馆， 只有一位理发员， 大伙一等就是
大半天。 社员们下山理发， 不但不方便， 还会影响生
产。 他想： 要是我学会理发， 连供应， 带收购， 还管
社员理发， 社员不就方便了。 于是， 他就利用业余时
间练理发， 在技术熟练后， 他每次上山时， 背篓里就
装了一把理发推子和一把剪刀， 向社员们传授理发技
术， 使每个山村都有人学会了理发， 从此以后社员们
理发再不用往山下跑了。

就这样， “背篓商店” 使地头儿变商店、 炕头儿

变柜台， 受到了老乡们的欢迎。 他们这种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 成为全市乃至全国商业战线学习的
先进典型。 1958年以来， 分销店一直被评为市供销社
先进集体 ， 1959年王砚香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
1964年被评为北京市五好先进集体。 1965年， 背篓商
店的事迹广泛传播 ， 北京电影制片厂以 “背篓商店”
和其创始人王砚香的先进事迹为素材， 拍摄了 《红色
背篓》 并在全国放映。 供销社职工这种不怕吃苦、 一
心为民的精神被称为 “红色背篓” 精神。

1992年年底， 王砚香正式退休了， 可是退休后的
王砚香仍然十分关心供销合作社的发展。 “我每天都
会看报纸， 当在报纸上看到有关供销合作社的消息时，
我会认真的读完。” 王砚香笑着说， “对供销合作社的
这份感情已融入血液中。”

除了看报外， 王砚香有时还会翻看当年的工作日
记。 他是个细心的人， 上世纪60年代的工作日记， 他
至今还保留着。 工作日记的头几页， 是他当年摘抄的
焦裕禄日记， 用来激励自己的。

翻阅王砚香的工作日记， 看到最多的是一组组的
数字， 其中有生猪收购价格、 活母鸡收购标准、 内销
核桃出口核桃标准等等。 “当年在供销合作社搞收购，
本子上记录的是市里制定的价格， 叫做 ‘明码标价，
公之于众’。 可别小看这一些数字， 它可是当年连接党
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啊。” 王砚香说， “市委市
政府对山区农民的一些政策， 往往就是通过供销社宣
传出去的。 现在背篓虽然不好找了， 可背篓精神仍在
一代代的传承。”

白金海接力背上了大背篓

白金海从1960年起在周口店供销社分销店工作 ，
与王砚香同属一个供销社， 他一直以王砚香为榜样，
对自己高标准、 严要求。 1964年， 白金海调到了黄山
店分销店， 成为 “背篓商店” 的一员， 也成了王砚香

的左膀右臂。 1965年王砚香被提拔到周口店供销社任
主任， “背篓商店” 由白金海负责。 在这座大山里长
大的白金海， 对这里的山和山上的路十分熟悉， 对乡
亲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决心为乡亲们省时省力， 总是
积极地负责外围工作， 带头背着背篓上山送货收货。
还兼任着副业指导员和畜牧指导员的他， 除了支持社
员们农业生产， 还去海淀和丰台收购优良兔种， 再背
上山送到老乡手里， 支持山上社员的养殖业。

贵在坚持， 白金海从王砚香手中接过 “背篓商店”
的接力棒， 一年四季带领供销店职工， 不分烈日酷暑，
不怕雨雪风寒， 按照四条路线为群众送货。

1965年到1970年期间 ， 分销店有了一头小毛驴 ，
之后增加到两头毛驴， 为店员们上山下山、 又购又销
带来了极大便利。 1976年， 黄山店成立了基层社， 职
工最多的时候有30多人。 1986年， 白金海调离黄山店，
店里人员几经变动， 送货的背篓却一直没有放下， 重
重困难都被供销社职工们克服。 他们没有辜负山区人
民的期待， 把背背篓上山送货、 购销结合的经营方式
坚持了下来， 也把 “红色背篓” 精神传承了下来。

上世纪90年代， 供销社转制， “背篓商店” 也成
了建设时期的历史符号， 岁月在变、 技术在变、 产品
在变， 唯一不变的是传承下来的 “红色背篓” 精神。

白金海曾在1971年调到西庄分销店工作了10个月，
之后又调到周口店收购站工作一年， 于1973年又调回
黄山店分销店， 一直工作到1986年调离， 在黄山店供
销社一共工作了20年零两个月， 他也背了20年零两个
月的背篓。 白金海也在1966年被评为北京市六好职工，
1978年和1981年两次获得 “北京市劳动模范 ” 称号 ，
1981年和1986年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说起20余年中最难忘的事情， 白老眼中泛着泪光，
声音哽咽， 最后他缓缓吐出两个字 “老乡”。 他说最难
忘的就是山上的老乡， 对他们非常热情， 想再回去瞧
瞧他们。 当年， 他们翻山越岭把满满的货物背到山上，
老乡们奔走相告 “供销社的同志送货来了！” 店员们虽

流淌着汗水， 但内心无比喜悦， 老乡们的欢呼更是对
他们的肯定。 “小背篓” 推平了山上山下的崎岖， 拉
近了供销社和老乡们的心。 职工和老乡们之间不再是
简单的买卖， 而是割舍不断的感情。 现在路通了， 背
篓不好找了 ， “背篓商店 ” 也成了历史符号 ， 但因
“背篓商店” 结缘的感情一直在白金海心中无法褪去，
弥足珍贵。

当被说起在 “背篓商店” 工作这20余年最大的收
获时， 白金海说： “一个是健康的身体， 每天背背篓
上山下山， 锻炼了我的身体； 另一个就是坚持为人民
服务， 这是最大的幸福， 任何时候都想着人民， 一想
起来就觉得幸福。” 白金海说， 有一次送完货， 背着空
篓子下山， 碰见一辆拉煤的马车， 车把式没跟着车，
马车失控往下溜， 急中生智的他把篓子扔出去截住马
车， 车把式正好也拉住车闸， 终于将马车停住， 救了
牲口和一车煤， 车把式赶着马车离开时， 一步三回头
感谢。 说起这些往事， 白老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如今， 曾经的分销社办公室原址已经是一处农家
院， 院子和房屋的结构还是当年的老样子。 63岁的王
炳春是这里的经营者， 他是 “背篓商店” 最后一批职
工。 农家院的大厅里挂满了王砚香、 白金海等人的老
照片。 院子里， 王炳春摆上几个和当年一样款式的背
篓， 这是他在村里找老人用荆条编的。 现在看到这些
背篓， 他还会想起那时送货上山的日子， 想起大家用
绵薄之力， 带起了一个村的经济发展。 一些来到农家
院的客人会背上背篓， 听他讲以前的故事。

张进刚：“红色背篓”不会褪色

20年前的黄山店村还在顶着贫困村的帽子， 村民
的就业率和收入都很低。 如今95%的村民都已住进了
距离老村两公里外的新村， 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
楼房。

改变缘何如此之快？ 村主任高文志深有体会地说：

“全靠党的政策好。” 作为黄山店村的两委干部， 高文
志见证了黄山店村由弱到强的 “发家史”。 “十多年
前， 我们村集体连给大伙儿买几个烧饼的钱都没有。
2001年， 当时刚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张进刚一上任便忙
着招商引资。 组建由集体控股、 村民参股的股份制矿
业 （运输） 公司， 村民兜里一下子鼓了起来。” 但 “好
景不长”， 伴随着房山区产业转型发展的进程不断加
快， 传统资源消耗型产业没了落脚处。 但张进刚觉得
这是一个契机， 他决定依托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 “腾
笼换鸟” 带领村民发展生态经济， 打造高端旅游， 建
设幽岚山旅游景区， 发展精品民宿。 “这一片就是我
们打造的精品民宿， 别小看这些老旧房子， 经过一番
改造， 就成了村民的聚宝盆。” 张进刚自豪地说。

原来在2009年之前， 黄山店村曾长期以开采并向
水泥厂销售石灰石为主要收入来源， 但连年的开山取
石给村子的环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污染。

“这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必须另谋出路。” 于是，
张进刚走南闯北学习考察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从2009年开始， 张进刚在 “山” 这个字上下足了
功夫。

“以前是靠山吃山， 现在也是靠山吃山， 如今村
民手里端着 ‘金饭碗 ’。” 高文志介绍说 。 2009年至
2013年， 黄山店村投资2000万元， 分阶段、 分项目实
施了坡峰岭景区建设工程， 迈出了产业转型的第一步。
2011年 ， 首届红叶节在坡峰岭景区举办 ， 黄山店村
“一炮而红”。

2015年， 黄山店村和社会资本合作， 整体改建村
里老宅， 发展民宿产业。 全村500多户村民入住到由村
集体出资兴建的现代化楼房， 腾出的老宅由村集体统
一管理， 加固、 改造、 装修， 建成外部保留原始风貌、
内部装修现代考究的精品民宿。

今年51岁的付玉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黄山店村民，
原本在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村生活， 但黄山
店村的那次自上而下的 “改革”， 让付玉静这位普通的
农村妇女摇身一变， 成了 “民宿管家”。 一年有3万元
的纯收入， 日子过得很幸福。

如今， 黄山店村中的 “姥姥家” “黄栌花开” 等
品牌已成了京郊网红民宿， 常常一院难求。 现在黄山
店村民宿全部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运营， 线上负责预
订和支付， 线下负责接待， 专人办专事。 不仅如此，
在黄山店村， 不但村民持股参与各项经营， 实现百分
百就业， 还辐射带动附近邻村的劳动力实现就业。 之
前在外工作的村民也陆续回村创业干事， 作为第一个
回到家乡跟着村集体创业的人， 村民刘丽英感慨地说：
“我们村不仅留住了乡愁， 还种下了 ‘摇钱树’， 端起
了 ‘金饭碗’。”

“发展旅游业不能原地踏步， 要不断创新， 为景
区增加新的内容。” 张进刚介绍， 20世纪60年代那部影
片 《红色背篓》， 讲述的是一位供销社负责人带领职工
常年背背篓上山送货的感人故事， 片中主人公的原型
就是老劳模王砚香。 “我们计划利用这个故事， 把黄
山店村打造成红色教育基地。”

作为北京市劳模的张进刚说： “红色背篓” 精神
已走过60余载， 如今耄耋高龄的白金海早已放下背篓，
但 “背背篓爬大山， 一人辛苦万人甜” 的 “红色背篓”
精神却一直会传承下去， 不会因时代变化而褪色。

进出黄山店村曾经崎岖的小路早已变成了四通八
达的公路， 被称为 “背篓商店” 的黄山店公社分销店
虽不复存在， 但房山区有关部门仍然十分珍视 “红色
背篓” 这个品牌。 张进刚介绍， 村里正在全力打造红
色教育基地， 成立红色背篓志愿服务队， 成立劳模精
神宣讲团， 设计开发 “红色背篓” 精神文化衍生品等
五大主题活动。 同时结合黄山店村 “红色背篓” 精神
发源地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 建设红色背篓纪念馆、
红色背篓放映厅、 坡峰岭景区 “红色背篓” 餐饮部示
范点、 黄山店新村 “背篓文化画廊” 等红色文化教育
示范点。

“从60年前王砚香与白金海等人用背篓盘活了山
区经济， 到现在黄山店村进入了阔步发展的新时代，
黄山店村的发展离不开背篓精神。 三代劳模三代 ‘背
篓人’ 背起的东西不一样， 可是 ‘为村民服务’ 的初
心没有变。” 张进刚深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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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 文/摄

———三代劳模接力书写“红色背篓”传奇
永远的红色背篓

1965年， 一部名为 《红色背篓》 的电影风靡大江南北。 这部电影就是根据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1951年， 周口店供销合作社在黄山店
村设立了一个分销店。 从1958年到1965年， 这个山乡小店在负责人王砚香的带领下， 常年背着背篓上山， 又收购又卖货， 用辛勤的汗水带动了地方经济， 被山区
群众亲切地称为 “背篓商店”。 他们的这种对党忠诚、 一心为民、 不怕吃苦、 艰苦奋斗的精神被誉为 “红色背篓精神”。 王砚香被评为北京市劳模， “背篓商店”
也成为全国学习的先进典型。

王砚香将 “背篓商店” 交到了白金海手中后， 他一干就是20年， “背篓商店” 继续扩大为民服务， 拓展线路为山民送货。 1978年和1981年， 白金海两次被评
为北京市劳模。

如今， “红色背篓” 接力棒传到了北京市劳模、 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的手里。 曾经偏僻的山村而今早已成为路路畅通的旅游品牌景点， “背篓商店”
已经不需要了， 但张进刚说， “红色背篓” 精神将在这里永不褪色———

王砚香当年和白金海等人为村民送货时在山间休
息（左起第一为王砚香，右起第一站立者为白金海）

黄山店村修建的以红色背篓为主题的纪念馆

北京市劳模、现任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在和
村委会工作人员一起研究规划

荨白金海为记者讲述当年用背篓为村民送货的故事

茛电影《红色背篓》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