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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元旦刚过，郯城县庙山镇乐泉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南侧的广场上，一座青铜二胡雕
塑矗立着，让来到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感受到
这个村子的特色。

广场东侧，齐鲁石化公司派驻该村的第一
书记涂翔正忙活着，70棵桃树已栽种完毕。一
周后，还有600棵桃树要栽种。冬天栽树寄托着
他和村民的一个美好梦想：数年后，这片桃林
之中，桃花盛开，二胡悠扬。四方游客在这里
欣赏二胡文化艺术，体验乡村美景……涂翔心
中的规划像种子一样落地生根，又像桃花一样
怒放着生命。

两村一肩挑，村情急

2017年2月份，涂翔与其他19名省派第一书
记带着使命、嘱托、任务，踏上了帮扶郯城县
17个贫困村的征程。他被分派到庙山镇乐泉社
区任职第一书记。作为一名转业军人，他曾在
部队荣立一个二等功、两个三等功。雷厉风行
的工作作风，催促着他投入新的岗位。

到村后，他进农家院落，与村民促膝谈
心；到大街小巷，把脉民俗民风；去田间地
头，了解农耕生产。

乐泉社区是2014年由后海沿和岳庄两个自
然村合并成立，位于庙山镇东部，两村相隔500
米，现有村民446户，其中后海沿307户、岳庄139
户，共1640人，其中后海沿1150人、岳庄490人。

后海沿、岳庄一东一西，与沂沭两岸的普
通乡村一样，在鲁南平原上铺展开来。当时，
破败的村大队部孤零零地缩在村南一间砖瓦房
里。瓦房的外墙上镶着村党支部、村委会办公
室、村民兵连办公室、村计划生育办公室、村
农家书屋、村综合防治值班室的牌子……还有
没上墙的牌子堆放在墙角一隅，长的方的，木
的铁的，里里外外一数总共128块儿。

涂翔将这两个村落一肩挑起来，前后同样
沉。翻阅他的工作日记，多次看到“急”这一字眼。
他心里急，一是时间紧张，两年稍纵即逝；更要紧
的是村情急，怎样才能蹚出一条致富路。

在踏入乡土中后，急切心情慢慢得到疏
解。入村后，涂翔很惊讶，没想到这个小村子
还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根基，让他脑海里涌动着
一股激情。

乐泉村是当地有名的二胡村。记者在村里
随便走走，便能听见不同街巷里传来的轰隆机
器声。全村有96户村民制作二胡、京胡，年生
产二胡数量多达6万到8万把，然而这传承近百
年的老手艺却面临新问题。

“自己没品牌，做半天都没用处。从1993
年，我就弄了个‘乐泉’商标，那时候就要
2000块钱的注册费用。”村中制作二胡的工艺
美术大师高振保介绍道，自己的二胡制作技艺
源自父亲高永贵。上世纪三十年代，高永贵逃
荒至苏州，迫于生计学习二胡制作，后传于高
振保。如今，受高振保影响，乐泉的二胡制作
遍地开花。

与二胡制作能手的交流，让涂翔对二胡有
了深入了解。如今，村里的进料已有专门渠
道，有人在印度、东南亚设采购点，常年进口
中高档红木、蟒皮。每年在北京、上海、广
州、济南等地定期举办的乐器展销会，是作坊
主们主要的推销平台。村里街道上，停着多辆
厢式客货两用车，便是乡亲们载着二胡走南闯
北的交通工具。

涂翔看到乡亲们大多专注自家的乐器品质
是否过关，少有人拿出心思筹划未来的发展方
向，甚为着急。“我们村生产的二胡被贩卖到
南方贴牌，村民们只能挣个辛苦钱。传统的家
庭作坊式生产，各家各户单打独斗，不利于创
建拳头产品。”看到这种情况，涂翔认定一件
事，打好攻坚扶贫战，务必做好二胡文章。

“流汗流血值！”

在部队时，涂翔就深知谋定而后动；在乐
泉村，他亦小心翼翼地谋发展。“产业化并不
是说呼隆一声上流水线、规模化生产，也不是
要完全放弃手工作坊的模式，这两种业态各有各
的优势，将来的方向是要融合促进式发展，在探
索中发展。”涂翔认为，二胡产业的发展不能盲
动，得有个总体规划，规范市场、提级打造。

二胡产业也可催生特色旅游，旅游也转过
头推进二胡产业发展，涂翔的辩证思考与当地
镇政府以及其他驻村干部不谋而合。在征询村
里各方意见，与乡镇党委政府成员讨论后，涂
翔认为要尽快改善基础设施，把路修好，把街

巷美化，为发展文化旅游打下基础。
到村后短短半年多时间，涂翔统筹完成建设

二胡文化旅游产业园和二胡产业园的发展规划，
先期由齐鲁石化公司大力支持，多方筹资360万
元，建起了四层的乐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在涂翔的带领下，记者逐层参观社区服务中
心。在一层内设便民服务大厅、多功能演艺厅、党
员活动室、法律服务室、日间老人照料中心等，成
为社区服务民生凝聚民心的坚强阵地；在二层及
以上设二胡博物馆、二胡展览馆、非遗工作室、
多功能演艺厅、电商孵化室等。

党群服务中心的设计精心而立体，而村内
道路则要平面推进。高庆全家与党群服务中心
隔着一处汪塘，他对涂翔的工作态度甚为佩
服。“当时俺家前面这个汪里全是垃圾，一到
夏天苍蝇、蚊子到处飞。现在整理得太好了，
汪也干净了，路也硬化了。涂书记来了之后，
没有不夸他的。去年夏天，下着大暴雨，他半
夜起来盖水泥，我们都很佩服他。”年过六旬
的高庆全说。

高庆全一家也制作二胡，庭院里满是工具
和木料，南墙下有数十棵一字排开的青竹，在
冬日中越发翠绿。“当时俺门前有几棵杏树、
槐树、花椒树，为了美化环境，俺全刨了。”
高庆全说，这两年村庄内外新添了数千棵树，
除了一般的女贞等绿化树，还有玉兰、桂花、
红枫、木瓜等，村子靓了很多。

美好的当下，有着无言的付出。2017年酷暑
中，涂翔为了村里基础设施的建设，心情如过山
车一样。“连续高温无雨的天气，终于有了转机。
今天有阵雨，看样子我们村公路边的地有希望
了。有了水就有了种地的希望，农民就才能有盼
头，雨快点儿来吧！”他在日志中如是写道。

“2017年7月4号，这两天虽然有雨，总是
下不大，我的心情和这雨一样，起伏不定。社
区广场的队伍始终确定不下来，眼看时间过得
飞快，施工进度为零，着急万分。今天下午终
于有了眉目，组织几方又谈了一次，双方基本
达成协议，定于明天到第三方招标，但愿一切
顺利。”他一面盼雨缓旱情，一面盼着不要耽
误施工进度。

“2017年7月6日，今天雨稍大了一点，应
该能缓解一下旱情。广场施工，终于有了好消息，
昨天晚上又一次失眠。天气很热大汗淋漓，但是
没有叫累的，我很感动，很佩服大家这种工作热
情和干劲儿。连续八周未回淄博看看，也是破了
自己来村以来的个人纪录了，耶！”涂翔家在
淄博，妻儿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

“7月28日，今天开始广场地面铺装。天气

炎热，好像老天爷发了脾气一样，无处可藏。
为了赶进度，我拼了，始终盯在现场；工人也
拼了，为抓住晚上天气凉快点儿，加紧干活，
今天破天荒加班到凌晨三点，困。”

“今早7点半在村里召开了党员大会，通报
了近期的工作完成和下一步的工作打算。预报
临沂下周连续有雨，只好安排施工抢进度。又
是一个凌晨一点，好充实！”日志中，涂翔稍
微潦草的字迹，传达着他疲惫的信息。

“7月30日，一天暴雨。去了村里查看排水
情况，不容乐观，村内村外农田汪塘，全部水
满为患，玉米，水稻，豆子等全部泡在水里，
所有排水沟满满，大河小沟也全是水连一片，
这地方旱时滴水难求，涝时地淹河满。”自
此，涂翔也动手准备疏通村里的排水设施，公
路两侧的暗渠也全部通开。

“2017年8月1日，天气终于放晴，蓝天白
云的‘庙山蓝’。一早来到工地，抓紧组织施
工队，抓住有利时机赶进度，对广场地面进行
平整，与乡镇党委书记对施工进度进行实地考
察，基本可控。中午整个地面就像蒸透了一
样，让人喘不动气。由于前两天雨大，加上今
天高温，施工现场工人们耐着高温，有条不紊
进行施工。向所有的军人和当过兵的自己致
敬，八一节快乐！”军人情怀在涂翔的生命中
留下浓浓的橄榄绿。

“8月16日，期待多日的广场喷泉，今天晚
上终于进行试喷。广场聚集了很多村民，从他
们的眼神看出期待。晚8点正式开始，此时此
刻，作为第一书记心里非常激动。当喷泉喷出
第一缕水柱开始，从村里人的欢呼尖叫声中，
流的汗泪得到了认可。很庆幸，流汗流血
值！”涂翔的笔迹也轻快了许多。

将南北兼容的优势放大

抓住乐泉二胡这一筋骨，涂翔想着继续深
耕。

“质量不行销量就不能保证，这一点是乐
泉村乡亲们的共识。虽然部分工序可以借助机
械完成，但村里至今保持着手工做琴。可随着
业务量的扩增，自家自院当厂房的模式已无法
满足生产需求。在有的作坊里我看到，60多平
方米的院子里摆着十几台设备，插脚无空，主
人在赶工时只能像打游击一样，用到哪台机器
就把哪台搬出来用。他们也渴望有个像样的厂
房，可以从容不迫地把二胡做得再精致些。再
就是家庭作坊和居住区混在一起，锯末子对健

康也有害。”涂翔说。
“我们正在村子东侧筹建家庭作坊式的产

业园，实现前店后坊的生产经营模式，有计划
地建成培训基地，做强产业发展的综合体。”
涂翔说，抱团发展是大趋势。

内强筋骨，外部宣传也不可或缺。涂翔鼓
励乡亲们走出去，扩大影响。“二胡的消费群体主
要是喜欢民乐演奏的乐师、票友，市场面相对比
较窄。为了扩大市场，我建议他们开发出了比正
常尺寸小、适合收藏展示的袖珍二胡，可以作为
旅游纪念品、玩具推向市场。”他介绍道。

在村里，记者随机采访一户正在制作迷你
二胡的乡亲——— 岳长好。“你的建议真不孬，
小二胡在市场上也很好卖。”岳长好笑着对涂
翔说。他家的“长好”牌二胡，也开始有了品
牌效应，一年生产1500把左右。

在2017年11月初举行的“青岛郯城周”交
流活动会上，乐泉二胡作为郯城特色产品被推
介到青岛。高振保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带到
青岛的各类二胡被抢购一空。去年国庆期间，
村里党员干部组织活动的经验也日渐成熟，成
功举办中国（乐泉）第二届二胡文化节，组织
了二胡制作工艺大赛。“我们给庙山各个学校
捐赠了一批二胡，让二胡成为孩子们的好伙
伴。我们村的孩子参加比赛，用的都是他们自
家制作的二胡，他们很骄傲！”涂翔说。

走出去，是为了用信誉赢得收益。涂翔在
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了电商孵化器，对村里的年轻
人进行网络销售的培训，拓展市场，“我跟他们交
流，建议他们的售后服务也要跟得上。”

在高振保的制作车间里，他向记者介绍
道，二胡从演奏技巧和音色风格上讲，分为南
北两派。乐泉村的二胡制作技艺传承自苏州，
但地理位置居于南北之间，在几十年的传承中
融合了北方风格。

如何将南北兼容的优势放大，涂翔仍在继
续思索。通过调研，他发现乡亲们对待产业化
的发展趋势各有各的想法。“每家都有自己的
固定客户和独门手艺，如果是大发展，客户有
可能被抢走，独门手艺也能被别人学走。他们
渴望发展，又怕自己在发展中掉队。”

在涂翔看来，二胡制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扶持几个领头的本地
品牌，让乐泉的二胡在市场上叫得响。在大氛围
的影响下，乡亲们会逐渐再上一层楼。”

“农村工作大有学问”

在2017年3月20日的日志中，涂翔写道：
“今天是来到庙山镇工作整整一个月时间，近
来工作走访使我深感在农村工作的复杂性、艰
巨性、挑战性。引导村民改变守旧的观念，迫在眉
睫，也是下一步推动扶贫工作的关键。通过走访
工作也使我学到很多农村工作的基本方法，付出
的艰苦非常值得，农村工作大有学问！”

作为第一书记，涂翔与“战友们”一样，
既是中央政策的落点，也是精准扶贫的支点，
成为精准扶贫联通上下的中坚力量。到村伊
始，他便走访贫困户，“今天上午走访了后海
沿村一位贫困户——— 蔡夫云老两口，全部双目
失明多年，仅靠小孙女领路过生活。儿子长期
在外打工，儿媳妇无生活自理能力。看到此
景，心里无比难过，非常理解他们的不易。”

天寒地冻中，蔡夫云的妻子在家照看9个月
大的孙子。“涂书记，我家小孙女上幼儿园去
了。她这两天念叨着‘涂爷爷是不是快来
了’。”像蔡夫云家这样的贫困户，涂翔三五
天便到访一次，问寒问暖。去年端午节，涂翔
与在前海沿社区担任第一书记的同事岳新建一
起，包好粽子，送到各个贫困户家里。多年没
吃过粽子的蔡夫云一家，甚感温暖。

涂翔还为乐泉社区购买了打捆机，作为贫
困户的资产加入农机合作社，由农机合作社负
责出租或运营，数万元的收益分配给贫困户。
“今年，我们还利用社区广场前的闲置空地，
投入40万元建成了65千瓦光伏发电车棚，年实
现增加集体收入5万元。前几天刚并网发电。”
涂翔介绍道。

将二胡的文章做透，双线作战的涂翔还挂
念着后海沿村的发展。这个村的优势是耕地多，
近两千亩耕地，可做特色农产品种植的大文章。

如何改变乡亲们传统的农耕思维，涂翔想
到了种植能手的示范。“2017年3月7日，下午
去了后海沿村，对土地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
分析下一步适合组织建棚的区域。站在地头感
觉压力是大，单体大面积建棚，成规模组织种
植，流转土地是基础的大问题，能不能顺利开
展，只能用心思考，用情引导，让我们期待好

的结果吧！”他写道。
2017年4月2日，他到临淄区的一家食用菌生

产基地实地调研，考察食用菌栽培种植情况，全
面了解培育种植，管理销售及投入产出情况。

回村后，涂翔在后海沿和岳庄之间，投资86
万建起16个拱棚。“刚开始，不能太高大上，要让
老百姓看到可复制的经验。”涂翔说。

在拱棚里，香菇正钻出来，记者见到与人
合伙承包拱棚的陈金全。他的2018年可谓坎
坷。“2018年8月15日，台风过境，一夜暴雨，
农田被淹，凌晨三点二十分反修河的水位暴
涨，漫过河堤倒灌农田，整个拱棚被河水淹
没，水位在一米左右。刚刚种下的菌棒全部漂
了起来，欲哭无泪。工作人员连夜组织人员用
五台抽水泵进行排水自救，无奈河水暴涨迅速，
无济于事。之后调来挖掘机和拦水坎，到中午才
基本控制进水，抽了一天一夜水，经济损失巨大，
心疼。”涂翔的日志，记载着陈金全的心酸史。
这次菌菇棚的损失在14万元左右。

之后，涂翔帮着陈金全重新栽种菌菇。听
说记者曾采访过潍坊寒亭的“西瓜大王”由守
昌，涂翔积极联系，寻求西瓜种苗栽植的帮
助，想着在2019开春后，在拱棚里种瓜，尽量
帮农户挽回损失。由守昌也欣然帮扶，盘算着
有时间到乐泉看看，结识新的合作伙伴。

“一抓到底，真能成事”

菌棚被淹，在排涝自救时，涂翔不小心扭
伤了腰。在日志里，他写道：“连续五天躺在宿舍
里，一动不能动，腰疼厉害，今天总算能站起来
了，整个人都快废了。唉，不是年轻人了！”

虽自谦不是年轻人了，可第二天的日志
上，涂翔写道：“腰今天要好了很多，开车到
临沂考察市场，香菇批发价格从7元降到4元，
心里很着急。一年多的努力，村民的意识改变
不大，急！”

“急”是涂翔心情的主旋律，不过也有缓
和时。“2017年10月20日，后海沿的路灯开始安
装，利用一周时间全部安装到位。让村里的路
灯亮起来，让老百姓的心里亮起来。”“2018
年1月5日，久违的大雪如期而至，心情好极
了，大地一下子变成了白衣天使，看到雪后村
里是如此之美，随手拍了几张雪后的图，发了
朋友圈，收到了很多很好的反馈，哈哈太美
了！”他的日志，总在不经意间透着高兴。

2018年夏天，涂翔在雨季时，写下日志：
“一天一夜的大雨，使宿舍门口的池塘全满
了。园子院里也存有十公分的水。冒雨前往村里
查看，排水工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再也没有去
年夏季到处积水的景象了。乡亲们一个劲儿称赞
党的政策好，心里也是有点小高兴的。”

在走访时，涂翔听到乡亲们议论个别党员
忙着挣钱，更多的时间忘了自己是一名党员，
党员形象一般，有时不如老百姓。他认为输血
固然重要，造血更为重要。“村两委班子和广
大村民是我们汲取智慧的力量源泉。我把每月
25日固定为党员学习日，科学设计党员大会的
内容，积极引导党员参事议事，提高了党员学
习的积极性，参加会议的党员从最初每个村的
10多人增加到后来的30多人，党支部的凝聚
力、向心力不断增强。”

“我给他们说，你们在前面做，我在后面
支持；你们做不了的，我来出面。你们要抱
团，做啥都在一块儿，老百姓对你们就服气。
群众事无小事，要耐心倾听，从小事入手。绝
不偏听偏信，绝不随意表态，多调研再回复。
绝不盲目承诺，承诺就要兑现。”涂翔说。

涂翔也依此严格要求自己。一整天时间，
他随机在东西两个村落里转来转去，不知不觉
已走了两万步。看到正在刷墙的施工队，他嘱咐
多用心一些，刷得均匀一些；看到有的私搭乱建，
竹子被拔出扔到水里，他感叹有的乡亲们爱护意
识还有欠缺；日暮时分，村里的乡亲们问涂书记
吃饭没有，纷纷拉着书记到自己家吃饭。

在高振保家里，他说：“要是能像涂书记
这样，将二胡产业一抓到底，真能成事。”

随即，高振保拉起《沂蒙山小调》，颤
弓、顿弓、跳弓、提弓……柔音、滑音、拨
弦、轮指……在温暖如春的室内，那些低沉的
嘈嘈杂杂，那些尖利高亢的声音，都在倾诉着
乐泉人盼望着的美好未来……

“第一书记”是精准扶贫的支点，也是精准扶贫联通上下的中坚力量。涂翔自2017年2月任职后，立足乐泉二胡发展优
势，深挖二胡制作历史与文化，带领乐泉二胡产业闯出一片新天地！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二胡书记”。

涂翔：“二胡书记”奏响乐泉致富曲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戴章超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涂翔(左)在社区服务中心广场前偶遇去赶集的高振普老人，便细问老人身体情况。

郯城县庙山镇
乐泉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外景。

晚上，涂
翔在宿舍中整
理材料。

乐泉村二胡
博物馆，一名村
民在整理二胡。

涂翔(左)在陈金全的拱棚内查看香菇的长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
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一代代人百折不挠，奋
勇拼搏，汇聚起改变国家的磅礴力量，让这个古老的国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充满生机
和活力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回首来路，走到今
天确实不易，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怀揣梦想每天都与时间赛跑。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中国发展的脚步一刻不停，每个人也要跑出自己的加速度。只要
你追求梦想，向着美好生活奔跑，都是在为国家的前行助力。每个人的一小步，乘以14亿基
数，必将成就我们这个伟大新时代的一大步。生逢新时代，奋斗永不息。让我们与时代、与国
家一起奔跑，做永远的追梦人。

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

高振保在
介绍乐泉二胡
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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