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石金虎

03

劳
动
者
周
末

社
会
纪
事

2022年
11月26日
星期六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
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各领域 、 全过程 ，
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 乡
村文化的振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传
承和创新乡村文化， 从根本上说要靠
乡村文化人才。 北京舞蹈学院科研处
助理研究员苑媛， 去年12月到宝山镇
道德坑村担任党支部 （驻村） 第一书
记后， 一头扎进了村子， 长期住在村
子里， 与村民打成一片， 积极发挥学
院和自己的专长， 积极传承红色文化，
培育乡村文化， 让深山里的这个小山
村有了新变化———

为支持女儿工作
爸妈千里托运小轿车
2021年10月末的一天， 苑媛得知

有机会去农村挂职锻炼， 从小就对农
村有亲近感的苑媛没有多加思索， 毅
然答应了。 2021年12月中旬， 苑媛接
到了学校的通知 ， 她被市委组织部 、
市委农工委派驻到怀柔区宝山镇道德
坑村。

道德坑村在哪里？知道自己要去的
村后，苑媛立刻打开了百度地图搜索起
来。 这一搜，信心满满的苑媛心里也是
一惊。 地图显示，道德坑村在怀柔最北
部，离学院有330里，开车得3个多小时，
坐公交得倒好几次车， 一刻不停都得5
个多小时。 盯着地图， 苑媛想了很多。
路这么远，自己没有车，怎么去怎么回
呢？ 村民能欢迎我吗？ ……

苑媛冲了杯咖啡 ， 喝了几口后 ，
平静了下来。 开弓没有回头箭。 于是，
她又打开了百度， 看看道德坑村相关
的信息。 这一搜， 让她眼前一亮， 百
度上竟然有32万多条与道德坑村相关
的信息。 全国文明村、 冀热察军区后
方医院遗址 、 道德坑弘德烈士陵园 、
市级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红色体验式
教育基地……每一条信息都深深吸引
了她。

还没报到， 苑媛便开始筹划起驻
村第一书记的工作和生活。 不能坐公
交去， 太浪费时间了。 得开车去。 这
时， 苑媛想到了远在山东淄博老家的
父母。 苑媛很有主见， 也很孝敬， 在
外求学工作， 有啥困难从来不跟家里
说， 怕父母担心。 这次遇到大困难了，
苑媛才把驻村当第一书记的事告诉父
母。

知女莫若父。 父母知道女儿下乡
锻炼的事后 ， 非常支持 。 爸爸说 ：
“开家里的车吧 ！ 车放在家里也很少
开。” 有了父母的支持， 苑媛更有了精
神。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 不能直接把
车开过来， 最后爸爸把车托运到了北
京。

如今， 道德坑村前的路边多了辆
远道而来的鲁牌小汽车。村民都很爱护
这辆车，经常有村民帮着她洗车。 村民
谁家有个着急的事，苑媛知道后，立马
拉上村民就走。村民都说： “说是为自
己方便， 还不如我们用的更多。”

跟谁都能唠到一块
一心为村民排忧解难
2021年12月27日， 对于苑媛来说

是个重要的日子， 她来到大山之中的
道德坑村报到了。 村里来了研究生当
第一书记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 一些
村民来到村委会热情接待这位北京城
里大学来的姑娘。

苑媛住进村里后， 很快就和村民
混熟了。 在苑媛的联系下， 首都师范
大学把道德坑红色体验基地定为了思
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 首师大
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在来村里调研的
时候问苑媛， 咋尽快和村民打成一片？
苑媛答到， 最重要的是会说 “人话”，
就是放下架子和村民说他们能接受能
听懂的话， 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村民
的认可， 有啥事也愿意跟我说。

苑媛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入村不久， 苑媛在串门时了解到村民
王桂臣原来在村里开个小卖部， 每年
也有一定的收入， 可3年前老伴得了脑
梗 ， 造成身体残疾 ， 为了照顾老伴 ，
王桂臣把小卖部关了。 他想给老伴办
个残疾证， 由于不懂咋办， 一直没办
下来。 苑媛详细了解情况后， 当时就
借了辆电动车 （当时轿车还没托运
来）， 骑着到80里地外镇政府服务大厅
咨询相关政策和材料。

问明白后， 她又急忙赶回了村里，
帮王桂臣核对整理材料， 补材料。 不
到一个月时间， 王桂臣老伴的残疾证
就办了下来， 享受到残疾人应有的福
利了。

道德坑村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距
离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政府所在
地30里， 而到宝山镇政府所在地却要
80里。 新冠疫情前， 村民赶个集、 理
个发都去杨木栅子。 疫情之后， 为了
做好疫情防控， 村民都自觉减少外出
了 。 买个油盐酱醋茶菜米还好解决 ，
然而一些年岁大的村民理发就成了问
题。 很快她就买来了两把带卡尺的电

推子、 理发剪子和围布， 试着为村民
理起了发。 刚一试， 就在村里传开了，
村民都找她来理发了。

驻村之后， 苑媛一直没闲着， 走
遍村里的农田林地了解农业生产， 走
街串户和村民聊天交朋友。 她还开通
“驻村小苑 ” 视频号 ， 拍摄可爱的村
民， 记录村民的田间劳作， 展示村里
优美的四季风光， 留存下给自己帮助
的老师、 同学、 村民的难忘事……一
个个短视频无不展现出苑媛对驻村工
作的热爱。

创建文明城区和疫情防控都是今
年的重要工作， 环境保洁、 垃圾分类、
村庄美化、 组织动员疫苗接种、 疫情
值守……苑媛身先士卒。 在她的带动
下， 党员、 村民都积极参与， 道德坑
村的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走在了全镇
的前列， 道德坑全国文明村的金字招
牌更亮了。

编话剧、村歌
带领村民演绎传承红色历史

苑媛知道自己驻村的地方是道德
坑后， 就有意识地了解这个村的红色
历史。 入村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村
里弘德烈士陵园去瞻仰墓碑， 祭奠无
名烈士。

走进弘德烈士陵园， 苑媛的心立
刻被震撼了， 看着一排排、 一块块无
名烈士墓碑， 她的眼睛湿润了。 瞻仰
完烈士陵园后， 苑媛的心久久不能平
静。 她找来 《深山里的红色医院》 这
本书， 读着一篇篇感人的故事， 了解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60多页的书，

不到一天就读完了 。 “家家是病房 、
户户住伤员、 人人当护工”， 解放战争
时期， 这里曾是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
也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后方医院， 3
万多人在这里得到救治， 3千多名战士
在这里牺牲， 至今还有624无名烈士长
眠于此。 全家齐上阵， 做饭喂饭当护
理， 腾出房子当病房， 自己在外睡窝
棚……一幕幕场景在苑媛脑海里闪现。

怎样让道德坑的红色基因一代代
传下去， 苑媛动起了脑筋。 依托自己
学院的优势， 编个小话剧、 歌曲， 让
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 这里红色故事
会越传越广。 有了这个想法， 苑媛跟
村党支部书记高国民和舞蹈学院的领
导做了汇报， 这个想法得到了他们一
致支持。

认准的事就要坚决做下去。 苑媛
大学和研究生都学的是艺术管理， 写
剧本、 谱曲作词跟她的专业不大沾边。
自己不擅长咋办？ 回去搬救兵 ! 这个
时候 ， 苑媛想到了学院音乐剧系的
老师。 学院非常支持苑媛的工作。 不
会写剧本， 学院的邹卓凡、 金雅梦两
位老师给予无私的指导和帮助； 不会
谱曲 ， 学院组建了弘德星火小分队 ，
师生一行10人住进村。 经过反复修改
推敲， 红色情景剧 《让娘再送你一程》
和村歌 《红色家园道德坑》 终于完成
了创作。

“娘说过， 等你做完手术这双鞋
也就做好了， 娘给你穿上！ 让娘再送
你一程！” 7月1日上午， 一堂特别的党
课在宝山镇道德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开课， 《让娘再送你一程》 正式上演，
6名五六十岁的普通村民走上舞台， 饰
演大娘、 小战士、 妇救会主任等角色，
为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献上了一场感
人至深的红色情景剧。 演出现场就设
在道德坑村的后方医院病房遗址， 石
头墙、 木头窗、 辘轳井、 古院落， 发
生在村里真实的故事， 把观众们带回
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如今， 红色情景剧、 红色村歌已
经成为道德坑红色体验基地的参观体
验内容， 目前 《让娘再送你一程》 已
经拍成了微电影， 现场演出也演出了6
场。 红色情景剧计划拍成系列， 第二
部 《一碗羊汤》 已经完成创作， 剧本
中设置了更多的角色， 将会有更多的
村民当上演员， 参与到传承红色文化
中来。

文化的熏陶是长期的。 于是， 苑
媛又请来了专门致力于乡村振兴的艺
术家朋友于悠悠。 于悠悠常年从事中
国传统表演艺术和视觉文化的创作与
研究， 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 于悠悠
被苑媛的精神感动， 决定来村义务授
课。 结合道德坑的特点， 于悠悠为村
里制定了艺术体验工作坊系列活动 ，
为做好这一系列培训活动， 于悠悠自
掏腰包近万元。

“现在不愁村民没钱花了， 却愁
起了村民文化生活 。 苑媛来了之后 ，
可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村党支部书
记高国民聊起了苑媛驻村之后给村里
带来的变化 ， 忍不住夸赞 ， “如今 ，
村民有了丰富的文化活动， 都有朝气
有活力了， 也变得更自信了， 村两委
的凝聚力也更强了， 村里的事大家都
关心了。”

“我想做一件等我八十岁想起来，
还依旧有微笑不后悔的事。” 苑媛说。

怀柔区宝山镇道德坑村驻村第一书记苑媛：

让乡村里的红色基因
焕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