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 村
抛孙别子莅红村，百日研磨一课新。
课上曾收千点泪，指间尚欠百篇文。
一干人众伤离去，两位女宾不忍分。
最是反修桥下水，犹随湘水去追寻。
8月11日，这首诗在莲花县干部的微信里被

广为分享，作者是莲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
俊江。他在诗前写了一段话：“今天下午，新疆军
区驻莲花县沿背村的两位军代表离村返疆，前往
送行。想到她们克服家庭困难，3个多月驻扎在
村民家，为我市我县红色培训基地建设付出的辛
劳；想起韩记者说争取写满100篇红色日记才离
开，可现在只写到43篇；想到张老师对我的关心
体谅，看到她们与市县乡村20余人情深似海、洒
泪相别的感人场景，久久难以平静。晚吟诗一首
赠别。”

他提到的两位军代表“韩记者”和“张老师”，
是新疆军区保障部新闻干事韩素婷和保障部军
事志编辑室研究员张红英，“红村”，是甘祖昌、龚
全珍的家乡沿背村。

11 日上午，韩素婷、张红英收拾行囊，离开
了沿背村。在前往机场的途中，她写下来沿背村
后的第43篇日记《再见，红色老区》——

“一直说自己泪点高，讲课时眼睛湿润却能忍
住泪水。然而，今天告别老区的时刻，我却忍不住
泪流满面、泣不成声。3个多月的时光，到明天整
整100天，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在农村待了这么
多天，也是工作以来，第一次在外地待了这么久。
也曾倒计时，看还有几天能回乌鲁木齐；也曾盼着
讲课稿快点改完，数着讲课的次数。但，当真的要
在这一天离开，我们都忍不住伤感！”

她晒出了近 100 天来反复修改的讲课稿，
说：“这是我们付出努力的冰山一角，我们这个并
不专业的团队，靠自己的倾心付出，一点点描绘
着甘将军和‘老阿姨’的形象，讲述着甘将军和

‘老阿姨’的故事。感谢萍乡所有人的支持和肯
定，相隔 4000公里，因为有甘将军和‘老阿姨’，
我们得以相识相知，进行一场跨越天山和井冈山
的对话……红色故事还将继续书写，如同我们跨
越4000公里的友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龚全珍“老阿姨”时指
出，要把甘祖昌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
去。如何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要求？江西省、萍乡
市、莲花县都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
把重点放在沿背村。这里是毛泽东引兵井冈决
策地；是甘祖昌出生地，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是
他和龚全珍共同生活劳动了近30年的村庄。莲
花县把沿背村作为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来打造，已
经居住在县城的龚全珍，无偿让出沿背村的旧
居，让前来学习培训的党员干部参观。村民们把
自家的新房和院子整理、打扫，在专业人员的培
训下，开起了民宿。去年下半年，萍乡市委、市政
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套班子领导住在沿背村，与
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标志着沿背村红色教育培
训正式拉开序幕，之后前来学习的党员干部络绎
不绝，沿背村 36户村民的民宿，已经接待学员 1
万余名。

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学员来自全国各
地；这是一个接地气的课堂，访谈式教学打动了
每个学员的心。讲课的，是村里的老党员，是“一
支枪”纪念馆的老馆长，是甘祖昌的后代。

各地学员潮水般涌向沿背村，原来开设的党
课要不断打磨，新的党课须深入开发。甘祖昌自
1957年回沿背村务农以后，沿背村就一直牵动着
新疆军区将士们的心。现在，沿背村建设红色教
育基地，军地共同开发党课，是萍乡市和新疆军
区的共同心愿。新疆军区派出精干力量长驻沿
背村，韩素婷、张红英就是其中两位优秀的代表。

红 莲
莲花一开，甘艳梅更忙了。
她手里握着两部手机。“我的微信里存有190

多个旅行社，要经常刷微信。”她说每天要用大量
时间在微信上做推广、接订单。

“我现在向湖南市场主推的线路，就是两天
一晚游。”甘艳梅说得眉飞色舞，“傍晚来我这里
吃莲花血鸭，因为天气太热，所以赏莲就安排在
第二天清晨；看完荷花，再看‘一支枪’纪念馆和
甘祖昌龚全珍事迹展览馆。短短两天一晚，一只
鸭吃了，一朵花看了，一支枪参观了，一个人（龚
全珍）学习了。”

说完，她顺手拿过一盒名片：“每年我都要印
10盒名片，一盒 500张，只要游客到荷花博览园
来，我都要发名片，每年都会发出5000张。”

甘艳梅是“莲花谣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合作
社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荷花博览园内一栋经过改
造的老房子里。

老房子保留着莲花民居的外观，房子内部则
装修一新，时尚卫生，典雅有致。老房子正堂，分
列着两排展示柜，摆放着莲花县的土特产：莲花、
蜂蜜、茶油、莲花血鸭等。

她说，这些老房子都是废旧农房，正因为开
发了荷博园，这些老房子才获得新生，并产生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你们《江西日报》不是还专门
报道过吗？《13栋老房子是怎样复活的》，我都记
得！”她兴奋地对记者说。据她介绍，仅她这个合
作社，在荷博园就有同时接待300人吃饭的餐饮
设施，餐桌则分散在各栋老房子里。客流量高峰
时期，要在荷花博览园吃上一顿“荷花宴”，需提
前几天预订。

说起莲花，莲花人有过骄傲：全国有莲花的
县不计其数，但是以莲花甚至以花卉命名的县，
只有莲花县这一个。奇怪的是，五六年前，莲花
县却并不以种植莲花著名，甚至找不到连片千亩
的莲园。

2011年7月26日，中共莲花县第十三次代表
大会召开，党代表重新认识“莲花”二字的意义，

认为“莲花作为大自然的精灵之花，是圣洁美丽
的代表、崇高正直的标志、团结和谐的象征、吉祥
美好的化身”，“莲花”赋予了莲花县1000多年的
历史文化内涵，莲花县应该在新的时期、新的阶
段迸发出新的发展力量。

这次党代会，“以莲为根，以莲为基，以莲为
媒，以莲为铭，以莲为荣”成为共识；以琴亭、升
坊、良坊、神泉、荷塘等乡镇为核心种植区，扩大
莲花种植规模，引进各类品种。当时的目标是，
在县城所在地琴亭镇，至少要打造一个连片1万
亩的荷花博览园。

“现在荷博园一期有 5000亩，共 172个荷花
品种。我这里是荷博园中心区，二期还有 5000
亩。”甘艳梅说，“我们的莲花品牌，在湖南茶陵、
攸县一带非常响亮了！”

几年过去，莲花已成为莲花县对外展示形象
的一张名片。干部的名片上印着莲花，冠以“中
国莲花之乡”美名；办公室、宾馆酒店挂着莲花的
大幅照片、精美书画。莲花已经成为莲花县美景
的“代言人”：全县森林覆盖率71.35%，国家4A级
景区 1个，3A级景区 2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1个，
国家级生态乡镇5个……

一花引来百花香。莲花县以莲花为引领，打
造“四季花海”旅游经济。坚持举办油菜花旅游
节。现在，莲花县每个乡镇都遍种油菜花，油菜
花盛开季节，游人如织，农家乐生意兴隆。今年
开春，郁金香花展在荷博园开展，举办方人手不
够，请甘艳梅帮着卖花展门票。“5 元一张的门
票，我卖一张，他返给我2元。一个花展下来，光
帮着卖门票，我就赚了 4000元。”甘艳梅说，“这
还不算，看花、买花的人到我店里吃饭，吃了饭还
要买我的土特产，花展期间我的店里天天爆满，
县城的宾馆天天爆满。”

红 果
进入瓜果采摘季节，位于莲花县工业园区的

电商中心，人来货往，车进车出，特别繁忙。
莲花县邮政公司渠道部库房里，几百箱“卓

氏蜜梨”正在打包，一箱约 2.5公斤，网店价格 68
元一箱。“我们卖这种梨，是不赚钱的。”渠道部主
任尹芳说，“因为你到梨园现场采摘，也要每公斤
24元。”

“我们的宗旨是让农产品上行。成本费用都
是省市公司给贴补的。”她说，“卓氏蜜梨”卖得这
么好，除了品质好，还跟电商这几年不遗余力的
推广有关。5年前，“卓氏蜜梨”名气不大，邮政
公司先在贺卡上打广告，再到开网店、做包装、编
故事，慢慢提升了蜜梨的美誉度。

7月 29日上午，久晴高温之后，天空下起了
细雨，但这并不妨碍卓氏水果基地老板卓正刚在
葡萄架下接待采摘蜜梨的游客。他说，过去他和
父亲、妻子挑着蜜梨去山外叫卖，现在采取线上
线下两条腿走路，足不出山就能卖出二三十万公
斤蜜梨。据尹芳介绍，仅他们网上销售的“卓氏
蜜梨”，今年销售额就有60万元。

虽然负责渠道公司业务，但尹芳说她就是一
个“村姑”。这些年，莲花种水果的乡镇越来越
多，还没等到收获果农就会主动找上门，让他们
去果园考察，让水果进入“邮乐购”网店。尹芳来
往于果园之间，看水果的长势、规模，然后和她的
团队为水果设计包装、编写故事。高洲乡生产苹
果桃，肉质很脆，到网上“尹芳的小店”一露脸就
卖完了。卖完了苹果桃，又卖水果玉米，也是被
抢购一空。“莲花生态环境好，水果一上线就受欢
迎，这与前些年水果卖不出去相比，差别太大
了。”尹芳说。

进入 8月，蜜梨的线上销售接近尾声，尹芳

又开始筹划雪莲果的营销了。
雪莲果不是水果，是一种类似于番薯的菊科

多年生草本植物，故又称菊薯。前些年，香港客
商找到高洲乡黄沙村农民，称这里海拔高，昼夜
温差大，村边都是砂质土壤，适合种植雪莲果。
那一年，黄沙村16户村民开始试种，商客以每公
斤1.6元的价格收购。

种了两年，黄沙村通往山外的简易公路坏
了，农产品出不去，客商与黄沙村断了联系。困
难之时，莲花县邮政局及时伸出援手，以每公斤
4元的价格包销雪莲果，2015年网店售出 1.5万
公斤。这一案例经媒体报道后，黄沙雪莲果一时
成为“网红”。

过去每公斤1.6元，要看客商脸色，现在每公
斤 4元，还供不应求，这让高洲人更加看重邮政
电商的作用。今年正月下种前，高洲村农民打电
话给尹芳询问，今年电商还会不会与高洲村做下
去？如果继续做，该种多少亩，品质应该如何保
证？“农民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尹芳说，

“原先他们把雪莲果从泥土里拔出来就送给你，
现在不一样了，种出来送到我们手里的，个头都
差不多。”

水果、雪莲果只是莲花现代农业的一部分。
在尹芳的网店，卖得好的，还有莲花的茶油和蜂
蜜，连炒熟了的莲花血鸭，也通过她的网店“飞”
到了全国各地。

在良坊镇新田村的地头，村党支部书记王文
志正在察看甜叶草的长势。这种草的叶子特别
甜，是食品的天然添加剂。虽然今年受了水灾，
但甜叶草还是长过了他的膝盖。不久前，他让村
民试割了1.3亩地，晒干后平均亩产200公斤，按
1公斤 20元的收购价计算，一亩地 4000元。甜
叶草一年可以种两茬，王文志一算，一亩地保守
估计也有 7000元收入，村里种了 200亩，总收入
140多万元。王文志定了心：明年可以继续在贫
困户中推广种植。

在新田村的地盘上，还有一个总投资5亿元
的养牛项目。第一期投资2亿元，养殖基地已经
建成一部分。养殖场负责人谭江文介绍说，栏里
已经养了 300多头牛，等养殖场全部建成后，规
模可以达到 4000头。这么大的养牛场，在江西
算大的了。这需要大量牧草和劳动力，种植牧草
和养牛的工作，可以交给良坊镇的农民。谭江文
算了一下，以种牧草为例，一亩地可以收 8吨，1
吨收购价 350 元，除去成本，一亩地收入可达
2000元左右；一年养殖场可以消化 3万吨牧草，
农民种牧草的收入，一年能达到1000万元。

红 企
去年以来，莲花引进了一家企业，企业开头

的三个字，取三位合伙人名字中的一个字组成：
“红海力”。

可以说，“红海力”为莲花工业注入了一针兴
奋剂，让莲花人看到了莲花工业的明天。

“红海力”的第一个字“红”，代表陈红球。他
是东莞市丰光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板，主
做空压机。

陈红球是莲花人，在空压机行业打拼多年。
去年清明节前，孟加拉国客商到东莞找陈红球要
货，陈红球说他要赶回莲花扫墓。客商穷追不
舍，跟着他一起来到莲花，把陈红球在坟前磕头
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让陈红球哭笑不得。
他想，如果哪天客商跑到莲花来，不是来看他扫
墓，而是来莲花买空压机，该多好！

这一闪而过的念头，如今正在莲花变成现
实。

去年上半年，莲花县来到广东中山市举办招

商引资推介会。会上来了许多萍乡籍客商，陈红
球就在众多商客之中。推介会给客商们的发言
时间为5分钟，轮到他讲话时，他刹不住车了。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陈红球还是很激动。“我
当时真把牛皮给吹大了。”他说，“我说真有心招
商，也很简单，广东做三五亿元的企业比比皆是，
你用心招三五个，每个企业做三五亿元，然后做
好配套，不就够了？莲花27万人口，有一半在外
面创业，招几个5亿元的企业进来，不难！”

台下萍乡市、莲花县的领导觉得有戏了，5
分钟过去，大家还是听得津津有味。陈红球现场
拍胸脯：“如果家乡真心想做点事，我就回莲花办
厂，再拉动一下，做一个空压机产业群，在莲花形
成一个产业闭环，一年产值就能达到100亿元。”

100亿元！这是莲花县梦寐以求的数字！10
年前，财政收入说要到1亿元，没有底气；5年前，
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提出要达到100亿元，没有底
气；现在陈红球说一个产业一年就可以达到 100
亿元，这是值得大干的事！

中山招商推介会一结束，莲花县马上转战陈
红球的根据地东莞，有针对性地对接空压机企
业。陈红球说到做到，帮助家乡在东莞吹起空压
机行业的集结号，他自己也带头启动了“回归莲
花”行动。去年底，他和另两位股东正式以“红海
力”名义入驻莲花县工业园，今年 2月 3日，莲花
县第一台本土生产的空压机从红海力空压机有
限公司生产线下线，“红海力”创造的“莲花速
度”，让国内空压机行业看到了莲花的决心。今
年7月21日，广东省压缩机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
一次（扩大）会议，把会议地点选在了莲花县。会
上，近 50家广东省压缩机协会第二届理事会成
员企业负责人就莲花县空压机产业园的布局、产
业链的培育、融资平台的构建、高端空压机的开
发等争相发言，表示先行落户的空压机企业让后
来者看到光明前景。现在，占地 1000亩的空压
机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已经进来和正在签约
的空压机企业已经有10多家。”陈红球说，“以这
样的速度，从东莞过来的朋友，在莲花完全可以
形成一个产业群，一个企业做2亿元很正常。20
个企业就是40多亿元，如果再把资源整合一下，
上下游还有更多的企业来。到明年就有可能实
现100亿元的产值。”

莲花县商务局局长陈小明说：“莲花现在生
产的空压机是螺杆式空压机，它的主机分为有油
主机和无油主机，无油主机又分为无油缸式主
机、无油水润滑主机，这些我们莲花都有，样样齐
全。这说明，莲花对外知名度提高了，莲花的吸
引力大了，现在每个星期都有企业家到莲花来。”

红 心
“现在 1年相当做了以前 5年的事！”莲花县

财政局局长李林俊说。他给出一组数据：“2012
年，全县民生支出 12 亿元，去年达到了 21.3 亿
元。这21.3亿元中，地方收入只拿了6.5亿元，有
14.8亿元是上面给的。”

中央和省市对莲花这么支持，莲花干部没理
由不把事情做好。“莲花现在争取项目容易了，下
来的项目也多了，我们的责任就更大了。”这是莲

花县发改委主任刘新华的心里话。
五六年前，莲花县在湘赣周边6个县中有过

一次排名：GDP 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财政总收入都是垫底，排
名第六。这几年，莲花人普遍感觉到，莲花的路
越来越好，莲花的房子越来越新，莲花人的工资
水平与毗邻的湖南茶陵、攸县不相上下了。

李林俊对莲花变化感触很深，他说：“宣传
‘老阿姨’，传递正能量，助推莲花经济发展，是迄
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次。为社会各界支持莲花
的发展，等于打开了绿色通道。”他认为，甘祖昌、
龚全珍精神，是推动莲花发展的强大引擎，为干
部干事创业增添了内生动力。

今年初，莲花县委书记刘乡在她的述职报告
中说：“我充分利用莲花独一无二的红色资源，着
力提高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实效，开展了‘弘扬甘
祖昌精神，学习龚全珍事迹’，寻找‘最美龚全珍
式好党员好干部’系列活动，在‘党员活动日’‘先
锋创绩’中亮身份、亮承诺，连续 3 年评选 63 名

‘莲花君子’，使党员干部学有榜样，让红色基因
在莲花开花结果。”

每天早上9时，陈红球都要召集“红海力”的
管理层开会。这几天的会，他常常勉励部下：“我
们要把政府的执行力运用到我们的生产和管理
中去，如果能够把他们的作风植入到每个环节
中，我们的钞票还数得过来？”

他的这一认识，缘于去年以来跟政府的交
往。去年，莲花县为了办好东莞的招商对接会，
派了一队人马打前战。县商务局副局长王艳玲
之前曾在陈红球的家乡任职，跟他有过接触。她
初到东莞，人生地不熟，便求助于陈红球。陈红
球叫他弟弟——另一家公司的老板为她开车带
路。他弟弟很不情愿，一直不搭理王艳玲。头天
晚上，王艳玲忙到深夜 12时才休息；次日，对接
会结束，王艳玲为了让客商顺利返回，反复计算
从酒店到火车站的距离。“甚至连多少步她都计
算出来了。”陈红球说，“这下子把我弟弟给彻底
征服了。我弟弟说，如果王局长到我们公司来上
班，不赚钱才怪！”

陈红球还常跟员工讲另一件事。他有个铁
杆朋友林发福，做空压机润滑油。他来莲花洽谈
项目时，县里配了专业团队为他服务。有天晚上
11时，商务局局长陈小明接到林发福电话，说还
有几个问题需要细谈。陈小明二话不说，来到林
发福的住处，深谈到凌晨2时30分才散。

“只要有项目谈，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陈
小明说，“谈到天亮我也不怕。”

“当干部没有一点精神是不行的，怕担当就
做不好事。”李林俊说，“这几年，莲花的名片打出
去了，‘老阿姨’就在我们身边，正能量近距离传
导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过去，民生资
金有下达不及时的现象，他就带着财政局干部到
全县 13 个敬老院走访，然后再走访贫困户，他
说：“坐在办公室不一定了解实情，看了后才觉
得，民生资金一定要及时足额拨付。”

现在，莲花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高铁，不久的
将来就要经过自己家门口；盼望多年的萍乡市至
莲花县的高速公路，马上就要动工；甘祖昌曾梦想
建设的寒山水库，已完成2.76亿元国家投资……

“莲花定会出现井喷式发展。”刘乡充满信心
地说。对未来，莲花人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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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红了
本报记者 江仲俞

荷博园游人如织。
通讯员 段黎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