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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馥英女儿，二十多年没有写信
给你，也无法照顾你的生活，原因是
环境不好，写信给你，反怕害了你，寄
钱又怕被国民党没收。现在我县
（注：家乡原萍乡县，1949年7月23日
解放）解放了，故可通信。本来父亲
可调江西省工作，不料得病，故没实
现。现在国外治疗，病况好了许多。
如有机会，我可能回老家一趟，或者
要你母亲回家接你来我处……”“吾
儿现已年过二十，不知已婚否？如未
结婚，暂时可不结婚，我拟送你入学，
求得一项专门技能，以便能在生活上
自立……”

走进萍乡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
念馆资料室，能查阅到由安源区青
山镇源头村农民高跃萍捐献的 2封
家书。这是其爷爷高自立于1949年
8月、11月先后写给高跃萍的母亲高
馥英（1983 年去世）的书信，至今鲜
为人知。

高自立出生于 1900 年，安源区
青山镇源头村人，1926年 10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萍乡从事工人运动，
1927 年 9 月带领 200 余人参加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队到井冈山，
历任红三军政委、红五军十五军政
委兼军长、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
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委
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冀察热辽分局
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等重要职
务。他 24岁结婚不到一年，便远离
家乡参加革命，直到 1950 年 1 月病
逝。

如今，这位“高干”留下的4代后
人基本上均为农民，且遭遇大病、残
疾等折磨，背负数万元债务，却从未

“居功自傲”向地方政府喊苦、索要救
助，自强自立面对生活。

农屋大门书写革命标语

6月 9日，记者来到安源区青山
镇源头村高跃萍家，一眼便见他家
旧式水泥楼房的两扇木质大门留有

“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标
语，12个乌黑大字虽已脱色，但在幽
静的乡村中特别醒目。

在他家珍藏的一大沓已发黄的
照片中，有一张 1938 年 8 月毛泽东
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在延
安凤凰山住地的合影留念，照片上
留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井冈山的
同志们”7 个大字，坐在前排毛泽东
旁边的就有高自立。

年逾六旬的高跃萍介绍，爷爷

高自立在沈阳病逝后，奶奶杨竟成
未找组织安排工作，于 1951年夏天
悄然回萍乡老家定居当农民，为残
疾独女高馥英招上门女婿，并在大
门上特别留下了这12个大字。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他又将木
房改建成水泥楼房，但完好保存了
那2扇写有标语的木门，并将其重新
安装在新居。他说，“这 2扇木门是
传承爷爷精神和家风的气节牌，教
育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辛，都应一
心为公，自力更生，与人为善。”

革命先烈未圆团聚梦

谈起爷爷留下的2封家书，高跃
萍和妻子曾继华的眼睛都湿了。他
们告诉记者，1925年夏天起，爷爷高
自立辞别亲人的 13年间，先后参加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
井冈山，并率部队参加中央苏区一
至四次反“围剿”，多次身负重伤，一
直未能与家人联系。家人以为他已
牺牲，直到1938年春天，奶奶杨竟成
才接到高自立从延安秘密寄来的

“平安信”，得知丈夫还活着，便将女
儿交由家人照料，历经艰辛赶往延
安与爷爷团聚，一直陪伴到爷爷病
逝。病重期间，他始终放心不下从
未谋面的残疾独女和家中老人，尤
其是对女儿未能尽到父亲责任充满
了内疚。

记者注意到，高自立在2封家书
中都提到想回江西，或回乡接女儿到
身边生活，并反复叮嘱女儿要学会自
立自强，多学习文化，却只字未提要
找政府“关照”女儿。然而年仅50岁
的他英年早逝，终未能圆骨肉团聚
梦。1983年6月，他被民政部批准为
革命烈士。

高馥英虽未曾与生父谋面，但
在父亲书信中汲取到强大力量，始
终坚定父亲信仰，牢记父亲叮嘱，自
强自立地生活。1983年8月，她在弥
留之际，委托儿子高跃萍将2封家书
及父亲生前用过的指南针、放大镜、
钢笔等遗物捐献给安源路矿工人运
动纪念馆。

当时纪念馆曾提出给报酬，但
被她拒绝。她说，父亲穷尽家中的
一切支持、参加革命，她和儿女们不
可能拿父亲的遗物去换钱，否则就
对不起父亲一心为党为国的忠贞情
怀以及高尚的信仰和人格。

“农民后人”自强不息

安源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凭着高自立的身份及功劳，杨竟

成完全可接受组织为其母女俩在大
城市安排工作，而她却回乡安心当
农民，直到1969年去世。期间，时任
省长邵式平曾专程到萍乡给杨竟成
拜年，目睹她的家境后，再三劝说她
举家搬迁到省城，落实工作。她婉
拒省长好意，称女儿和上门女婿都
没多少文化，只适宜待在农村生活。

如今，高跃萍患有肾病，已动过
2 次手术，无法下地干重农活，且因
治病背负 6万余元债务。独子高兆
群外出务工时左手不慎被机器绞
伤，落下了单手残疾，目前只能从事
简单的工种，月薪仅 2000余元。而
高兆群的17岁独子小康（化名）去年
临近中考时又患上了较严复的抑郁
症，经数次治疗也不见好转，现不得
不辍学在家，令这个家雪上加霜。

然而，多年来他全家从未向镇
里反映他家困难状况，更未提出要
救助。夫妇俩对记者说，“我们虽过
得艰辛，但始终牢记自己是革命的
后代，精神永远不能倒，即便当农
民，也应像爷爷一样不忘初心，从容
面对生活。”

据了解，去年青山镇了解到高
跃萍家的实际困难后，已将其纳入
低保救助对象，并解决大病医疗报
销等问题，同时列入政府重点关怀
对象。

结束采访时，高跃萍向记者透
露了藏在心间 31年的心愿。他说，
1986 年，他曾在沈阳市民政部门的
援助下，带着母亲的遗愿前往沈阳
烈士陵园祭拜爷爷，那也是他首次
与爷爷“会面”。此后 31年间，因自
身家庭经济能力有限，他未能再上
东北祭拜，深深愧疚。他想在纪念
秋收起义 90周年之际，能再赴沈阳

“看望”爷爷。

6月15日傍晚，车子行走在蜿蜒
的山路上，往于都县黄麟乡安背康
复村奔去。安背康复村是一个特殊
的“村庄”，这里住着 60多名麻风病
人康复者。他们曾被当成“魔鬼”，
与世隔绝，如今他们过着正常的生
活。

村里外墙剥落的土坯房，没腿的
杂草，褪了色的标语，足以体现村庄
的“年龄”。村民们有的手脚残缺，有
的双目失明，有的脸部瘫痪……随着
时间的推移，安背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如今村民们住进了钢筋混凝
土大楼，配齐了医疗设备。不仅生活
环境改善了，而且村民们也逐渐被社
会接纳。记者实地走访村庄，探寻他

们背后的故事。
麻风病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感

染者会导致手脚残疾、五官受损。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医疗条件和水
平所限，为了杜绝麻风病的扩散蔓
延，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麻风康复
村，用隔离的办法避免更多人被传
染。1957年，于都县在黄麟乡安背村
建立了麻风康复村，病人最多时达
312人。

今年67岁的肖卿福是康复村的
医生，如今他成了村里病人离不开
的亲人。他说，当年不但大家谈麻
色变，连病人本人也拒绝接受这个
事实。“患麻风病的病人感觉障碍、
神经受损，有个病人的脚趾头被老
鼠咬掉了，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一
名患者，只有 20 多岁，双腿流脓流

血，溃烂得十分严重，曾多次自杀。
肖卿福细心开导，专门为他制订治
疗方案，最终使病人康复。

“麻风病并没有想象中可怕，只
要发现得早、及时治疗，就不会留下
残疾，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
活。”肖卿福称。随着宣传力度的加
大，人们对麻风病的认识也越来越
理性，有的患者治好后已经回家和
家人生活。住在村里的村民，因为
相同的境遇和病情，治疗后有7对结
成了姻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康复村生活
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记者在村里
看到，之前村民们居住的土坯房，如
今已闲置。2007年和 2009年，当地
政府、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出资在村
里建起了两栋新楼。此外，还建起

果园、鱼塘，修好了公路，当年的令
人恐惧的“麻风村”，如今成了村民
颐养天年的世外桃源。

不仅生活环境改善了，而且村
民们也逐渐被社会接纳。附近的村
民常常从外面捎一些大米、油、柴等
生活物品到这里。爱心志愿者也常
常来村里为老人们做一些公益活
动，康复村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
温暖和爱。

村长钟林发生康复后，和正常人
一样，他老婆和小孩都到村里和他一
起生活。“我如今在村里搞养殖，承包
果园种植脐橙，一年收入也有几万
元。”钟林发生说，他经常帮村里的老
人买日常生活用品，帮他们做饭。村
里还成立了电商中心，将村里的一些
养殖和农产品卖到外面。

“肖医生，肖医生……”当记者
在采访肖卿福时，村里一位老人不
停叫唤着他的名字。老人的脚上溃
烂，要肖医生帮他看看。肖卿福安
慰他不要紧，会给他涂药物治疗。

肖卿福是当地麻风病防治专
家，更是村民们眼里的“贴心人”。
他40年如一日把青春奉献给了麻风
病防治事业，获得过“马海德奖”以
及“感动中国”2014年年度人物。如
今他已退休，但他仍然每个月来麻
风村两次，既为村民们检查身体，也
为看看老朋友。

肖卿福说，于都县多年来没有
再发现新的麻风病人了。不久后的
将来，安背康复村也许和于都县许
许多多村庄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村庄而已。

曾经他们不得不与世隔绝 如今他们自在地正常生活

“麻风村”成养老村 于都小村庄悄然变身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张玉珍）景
德镇市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
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滞后、乐
平工业园区偷排废水等造成局部水
质下降的问题，立行立改，采取多种
措施积极改善水环境质量，取得明
显成效。

为确保水环境安全，景德镇市
进一步完善“河长制”工作方案，切
实落实各级“河长”责任；对昌江河、
南河开展环境大整治行动，并列入
问题清单，积极开展整改，截至目
前，南河整治河道长 156km、清理水
域岸坡 134km、清理垃圾 502 吨，清
除防护堤违法建筑2000平方米和菜
地30余亩。

加大对重点企业环境监管和治理
力度。将景德镇开门子陶瓷化工集团
重点污染源排放口纳入环保重点监管
范围，形成常态化巡检制度，责成该企
业完成安装废气脱硫脱硝系统，目前
正在对“跑冒滴漏”废
水、废气进行收集处
理，实现废水、废气达
标排放。

加大对乐平工业
园区环境整治力度。

规范了工业园区企业污水排口和雨水
排口设置，且在排污口全部安装自动
在线监测设施，坚持实施24小时环保
值班值守制度；对园区雨水管网进行
改造，改造项目全长5.6公里，可从根
本上杜绝企业利用老旧雨水管网偷排
偷放废水。

同时，该市正编制污水系统专
项规划，提升污水处理厂管网建设
和维护水平；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污染防治措施，目前，35家需要整
改的规模养猪场已有22家整改配备
了固体及液体粪污处理设施；推进
生态农业发展，实施农药化肥零增
长行动，减少农业投入品对昌江河、
乐安河水质的污染。

今年5月，景德镇市环保部门对
全市 4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源进
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全市饮用
水源水质良好，各监测因子均达到
及超过国家标准。

落实“河长”责任 景德镇改善水环境

英烈家书传正气“农民后人”葆本色
萍乡一“高干”后人扎根乡村几十年

本报记者 童梦宁文/图

6月18日，记者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碟子湖大道一侧看到，昔日的荒地变成色彩艳
丽的花海，成片的波斯菊开满了整个山坡，颇为壮观。 本报记者 洪子波 摄

我省建成1750个社区消防站
本报讯 （记者邹晓华）6 月 18 日，记者

从省消防总队获悉，为建立健全社会消防治
理长效机制，不断夯实城乡火灾防控基础，
努力提升末端火灾防控水平，近年来江西消
防大力推进重点单位和社区微型消防站建
设，目前建成 11485家重点单位和 1750个社
区微型消防站。

据了解，社区微型消防站依托社区服务
中心、警务室等现有场地设施，由基层治安
联防、保安巡防、社区义务消防员组成，以救
早、灭小和“3分钟到场”扑救初起火灾为目
标。据统计，目前全省共建成 11485家重点
单位和1750个社区微型消防站，成立区域联
防组织272个。

我省将核查环评工程师“挂靠”
本报讯 （记者陈璋）6 月 18 日，记者了

解到，根据环保部统一部署和要求，省环保
厅将组织开展全省环评机构环评工程师职
业资格证书“挂靠”问题自查与现场核查
工作。

根据安排，各环评机构要于今年 6月底
前完成自查和整改并报送省环保厅，自查整
改内容包括注册在本单位的所有环评工程
师名单及其身份信息、职业资格信息与工作
情况，并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工资及报税
单、社保信息，确保自查信息真实完整可
信。省环保厅将在各环评机构自查基础上，
于7月组织各市环保局开展环评机构环评工
程师挂靠问题现场核查，并于 8月初根据现
场核查结果形成我省环评工程师挂靠情况
核查报告，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建议，
上报环保部。

乐安一景区冠名高铁列车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曾文

才）6月 18日，由乐安县人民政府举办的“养
心谷·金竹飞瀑号”列车冠名首发暨乐安县

“金竹瀑布景区”开园仪式在南昌西站举行，
一趟以景区冠名的高铁列车从南昌西站出
发，飞驰神州大地。

金竹瀑布景区位于乐安县金竹畲族乡，
占地60余平方公里，原始森林覆盖率90%以
上，以大小 26 处、总落差 400多米的天然瀑
布群而闻名，是集原始森林氧吧、瀑布、漂流
为一体的原生态的旅游休闲、养生度假胜
地。“养心谷·金竹飞瀑号”高铁首发列车为
南昌西至常州北的G1386次列车，为更好地
宣传景区，助力生态扶贫，主办方将全国200
余个高铁车站的 LED旅客信息屏和数字灯
箱，33组高铁列车的外车身、车厢海报、头枕
巾、小桌板等资源创新整合，全面覆盖赣湘
粤闽苏浙沪等地的高铁旅客。

“西湖两创联盟”开启新模式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6 月 18 日，

“西湖区两创联盟”启动仪式在南昌市西湖
区企服通众创空间举行，“西湖两创联盟”开
启了众创共享5.0新模式。

“西湖两创联盟”是本着为创业者和亟
待创新转型的企业提供更好创业环境的宗
旨，整合多方资源，全方位多维化带动该区
域产业的发展。建立后，将通过推荐创业项
目、优越的办公条件、创业导师辅导、共享产
业资源、对接创投基金、伙伴协同推广等多
方位模式为企业谋取福利。

与此同时，致力于的众创空间 5.0 有别
于 1.0、2.0、3.0、4.0，主要增加了线上线下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节省50％至80％的
服务成本；细分行业领域，把每个众创空间
细分到一个专业服务领域，同时可以把各行
业线上众创空间落户到线下众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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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峰1.8亿元引来山泉惠民生
本报横峰讯 （记者刘斐 通讯员康云

清）近日，横峰县斥资1.8亿元实施的引供水
工程项目竣工，从 15 公里以外的深山里将

“黄源山泉”引进千家万户。
2015年 8月，横峰县决定将城市引供水

工程列为该县2016年头号民生工程来抓，成
立了“横峰县引水工程建设领导小组”，高位
推进引水工程建设。经过相关专家对该县
区域内水域资源进行一系列的勘查、调研、
反复认证后，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信江岑港河
支流铺前水上游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发电
等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利——黄源水库。

记者了解到，地处深山的黄源水库有效
库容 900多万立方米，近年蓄水量最高可达
1100万立方米。水库流域植被覆盖率高，水
质优良，达到国家地表水一级标准，完全符
合人饮指标。

历时 9个月奋战，这座占地 45亩，日供
水量总规模达6万吨的新净水厂在岑港河畔
拔地而起。一期日供水规模3万吨项目已竣
工并实现了全城供水，绵延15公里的引水管
道将城市居民的生命和黄源山泉牢牢的串
连在一起，万民渴盼多年的“放心水”终成现
实。

高跃萍和妻子曾继华向记者讲述祖辈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