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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至2012年， 他在老
家河北省遵化市堡子店镇十八里
村义务当村官三届九年 。 2018
年， 换届选举之年， 村民们再次
恳请他出任村主任一职， 带领他
们 在 新 时 代 伟 大 征 程 中 实 现
新 的 跨越 。 他就是北京市军队
离休退休干部安园休养所军休干
部包广贺。

在包广贺担任村官期间， 十
八里村不仅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
面貌， 还建设成了文明生态示范
村、 科学发展示范村和河北省新
民居建设示范村， 成为唐山市新
农村建设的样板。 期间他本人荣
获唐山市劳动模范、 感动唐山十
大爱心人物、 河北省优秀农村党
支部书记并荣登中国好人榜。

辞职只为乡亲一片情

有着大学文化程度的包广
贺 ， 出生于 1953年 ， 1970年参
军， 曾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工作
10余年， 1999年12月晋升专业技
术大校军衔。 2002年退休后受聘
于香港一上市公司担任总经理，
年薪120万元港币。

2003年春节， 包广贺携妻回
老家十八里村探亲， 看到家乡贫
穷落后、 负债累累、 人心涣散，
村里连点文化生活也没有， 这深
深刺痛了他的心， 随即拿出3000
元为村民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

然而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
问题。 凭着对故土深深的眷恋，
凭着共产党员的强烈责任感，他
的心里萌生了为家乡做点事的念
头。而在此时，村民中间也正在酝
酿着一个请求包广贺回村当干部
的行动。 69岁的党员段玉珍和老
伴侯万水主动拿着民意测验表征
求了全村38名党员的意见， 大家
一致赞同， 签上大名觉得不够分
量， 又纷纷按上了红手印。

与此同时， 其他村民也众说
纷纭： “大校要回来当村官？ 为
啥、 图啥呀？” “广贺在外锻炼
多年， 有勇有谋， 能给咱百姓领

路” “人家在北京住洋房， 开汽
车， 在香港拿着高薪， 能回咱这
穷酸地，他傻吧。 ”更多的反对来
自家里，尤其是姐姐和嫂子，在她
们看来，放着北京的好日子不过，
来收拾十八里村这个烂摊子， 实
在理解不了。 面对一些群众的猜
疑、 不理解和家人的强烈反对，
他也曾犹豫过， 可当看到那按满
38个鲜红手印的民意测验表时，
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 “家乡有
情！ 父老有情！ 能为家乡父老做
点贡献， 再苦再累， 我也干了！”

2003年5月31日 ， 他辞掉了
香港公司的工作 。 2003年7月 ，
十八里村换届选举， 648名选民，
包广贺以594票的高票当选村委
会主任。 在就职演说中， 他做出
了 “不拿一分钱工资， 不吃村里
一顿饭， 带领全村百姓走上富裕
路” 的郑重承诺。

上任一个月后， 包广贺自掏
腰包 1.4万元帮村里打了 2眼机

井， 解决了300亩耕地只能靠天
吃饭的问题； 村民包俊富在交通
事故中腰部骨折， 因没钱治病落
下了残疾， 包广贺了解情况后，
将他送到医院重新做了手术， 还
掏了2000多元的医疗费。

让家乡旧颜换新貌

包广贺深知只有让群众富起
来， 才能从根上改变村子的落后
面貌。 十八里村属沙性土壤， 适
于种植西瓜， 包广贺发挥自己联
系面广的优势， 同北京有名的西
瓜之乡———大兴县庞各庄镇的西
瓜产销联合会建立了扶贫合作关
系， 由对方在村建成百亩西瓜示
范区，从西瓜的选种、育种、定植、
管理到销售全由村里做经济后
盾，支持村民搞起了西瓜种植。仅
此一项，户均增收3000元。

2004年， 包广贺数次跑县进
镇， 终于为十八里村争取到了文

明生态村的创建试点。 是机遇更
是挑战！ 当时村集体一无资金二
无资源 ， 完全是等米下锅的状
态 。 但包广贺不这样认为 ， 他
说： “等不来美好生活； 靠谁也
不如靠自己的双手； 要得再多也
不是自己的。” 他带领全村改变
等靠要的老套数， 从凝聚起来的
民心里掘金 ， 让转变的观念生
金， 通过逆向思维， 包广贺充分
利用大面积废弃的土坑和荒芜的
沙地， 走出了利用引进铁选矿、
用矿砂添坑改良土壤赚钱的路
子。 承包沙场， 收取承包费17万
元； 承包砖厂， 收取承包费15万
元； 解决遗留问题， 收取尾欠8
万元……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启动
资金60多万元， 十八里群众看到
了希望， 建设家乡的热情被极大
地调动起来了。

人心齐， 泰山移 。 2004年 ，
在全村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下， 仅仅几个月时间， 街道硬化
实现了户户通 ； 栽植绿化树木
2000多棵， 接通了有线电视， 安
上了路灯。

2004年底，镇里综合考评，十
八里村从全镇倒数第一蹿升到正
数第二位，实现了跨越式的飞跃。

四梁八柱支撑百姓
幸福路

2005年1月村党支部书记的
担子又落到他的肩上， 于是他书
记、 主任一肩挑。 在随后的几年
里， 包广贺带领村干部一件实事
接着一件实事地干。

包广贺到遵化、 唐山等地咨
询专家， 与当地大型企业合作，
为村里引进了4个投资近千万元
的选矿厂。

村北有个垃圾场， 恰在水源
上游， 威胁着全村饮用水安全。
全村因为饮用水问题非典时曾大
闹垃圾场， 让遵化市政府头疼不
已。 于是， 包广贺带领大家自筹
资金打深水井一眼， 为家家户户
通上了自来水， 解决了村民饮水
安全问题。

“农民但凡手里有点钱都砸
在房子上了， 从娶妻生子到儿子

成家，大约20年一个周期。拆旧盖
新，不断往复，农民世世代代就是
房奴。如果住上新民居，改变了居
住模式， 农民就不再是20年一个
周期 ， 而是70年 、 80年一个周
期， 只要农民们不再是房奴， 就
会有财富的积累。” 于是， 他们
用砖厂遗留下来一百多亩地的废
弃大坑， 建起了别墅20幢、 单元
楼3幢300户的新民居社区 ， 60、
80、 110平方米三种户型以适应
不同需求， 村民只需按每平方米
1100元的价格就可购买到心仪的
楼房。

包广贺还在提高村民文明素
质上下功夫。 他借鉴部队思想政
治工作的方法， 组织村民建成了
阅览室 、 娱乐室 ， 组建了秧歌
队、 腰鼓队。 在全市率先建了高
标准的村民中心 。 每当华灯初
上， 锣鼓点一敲， 村民们便三三
两两， 相约聚集到村北头的健身
广场， 扭秧歌、 下棋、 聊天， 其
乐融融。 十八里村成了远近闻名
的稳定村、 文明村， 省级文明生
态村样板。

就这样， 包广贺在家乡干了
一年又一年， 干完一届又一届，
没有停歇。 三届9年之后， 村里
的积蓄， 由负债近40万到最后固
定资产达千万。 2012春节， 给全
村百姓年终分红130多万元。

而此时， 包广贺的身体因严
重透支， 出现了多种不适， 家人
强 烈 要 求 他 歇 一 歇 。 看 到 村
里 各 项建设已经走向了正轨 ，
届满之后， 他才放心地回到北京
调养身体。

6年过去了， 由于种种原因，
家乡的发展处于徘徊状态， 村民
们又自发地联合签名， 请包广贺
再次回村， 带领他们向小康社会
发起攻坚。包广贺答应了，他在日
记中这样写道：“党的十九大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像鼙鼓震荡
我心， 坚决打赢扶贫攻战的庄严
承诺， 对我这位当过九年村官的
老兵来说 ， 就是战斗的号角 ！”
他的脑海里正酝酿着家乡未来发
展的新的蓝图： 将新民居建设完
善提高， 筹建农村养老社区、 向
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进发。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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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芦静：汇集力量 投身西站地区志愿服务

“出站口爱心帮扶岗不仅要
疏导出站旅客， 还要注意观察需
要帮扶的 ‘老弱病残孕幼’ 等重
点旅客， 将他们引导到爱心扶助
员处。” 这位正在给新志愿者们
进行培训的是北京西站地区志愿
服务协会副秘书长芦静。

2014年， 芦静开始参加西站
地区志愿服务。 2015年， 她参与
西站地区志愿服务协会筹建。 协
会成立以来， 芦静利用自己多年
从事志愿服务的经验和资源， 为
西 站 地 区 挖 掘 了 一 大 批 全 年
服 务 在这里的骨干志愿者 ， 动
员5支社会志愿服务团体与协会

达成长期合作， 协调西站地区政
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及周边街道
参与到西站地区志愿服务中来，
充分保障了地区志愿服务365天
不间断。

目前西站地区志愿服务队
伍， 年龄从18岁到60岁。 既有在
校大学生， 也有社会在职人员。
对每一位志愿者的基本情况， 芦
静都记在心中， 以便可以根据他
们的实际情况来安排相应的志愿
服务。 仅三年多时间， 地区注册
志愿者从几十人发展到三千多
人。 现已累计组织志愿者18万余
人次， 服务旅客500万余人， 总
计服务时长超过55万小时。

芦静积极开展培训， 使新、
老志愿者具有高水平的服务素质
和服务质量。 春运期间， 西站地

区客流急剧增长， 志愿者需求大
量增加 ， 志愿者培训也进入高
潮。 每天最少都要有一场培训，
每场培训的过程中室内加室外需
要3个多小时， 而她最多的时候
一天要培训3场。

“你们现在的位置叫北二问
询台， 进站口在地面北一层进站
口 西 侧 ， 紧 挨 着 重 点 旅 客 接
站 窗 口 ， 一会儿带大家看看 ”。
芦静带领志愿者们实地了解查看
西站地区周边环境设施， 不厌其
烦地为大家讲解。 她熟悉西站地
区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趟公交、
每一处设施， 她全面的知识受到
西站地区志愿者们的认可和信
任。 在她的努力付出下， 西站地
区志愿者从起初每天20人次， 发
展到现在春运时期平均每天420

人次。
春运、 暑运、 小长假等重要

时段， 西站地区客流量很大， 芦
静作为协会项目管理人员基本都
是24小时坚守。 去年暑运期间，
她父亲病重在医院做手术， 住院
一个多星期。 她虽然内心非常焦
急， 但仅在午休时间匆匆去趟医
院， 然后又匆匆返回西站。

2017年， 芦静参与编制 《北
京西站地区志愿服务岗位说明》
等规范性文件， 使得志愿服务有
规可依， 有章可循。 由于规范化
的管理， 芦静参与创立的 “西站
地区志愿服务365天项目”、 “西
站地区蓝丝带助残爱心驿站项
目”， 连续获得第三届、 第四届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
金奖。

包广贺：一片丹心为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