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hbnews.net

看 点

2019年 5月 16日 星期四

KANDIAN

︱

“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在五柳
先生的笔下，田园生活
富有魔力，种豆、采菊、
吟诗、赏琴、品茗，悠然
自得，远离了世俗烦扰。
淮北，这座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厚重的皖
北小城，每一方土地都
浸润着楚风汉韵。这里
曾经孕育了颛孙子张、
蹇叔、桓谭、嵇康等一代
又一代古圣先贤。东篱
山庄，就坐落在这样的
一个皖北小城。
最美人间四月天，4
月下旬，记者来到东篱
山庄。依山傍水，景色秀
美，占地广阔的园地，蔬
果累累，花香宜人。古色
古香的小院，炊烟袅袅，
岁月静好。文人荟萃的
雅室，墨香阵阵，琴音绕
梁。漫步于此，无“车马
喧”、无“世俗扰”，有
如陶公笔下的诗意田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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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色古香的东篱朗诵会吸引了众多文艺爱好者。
■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 记者 邹晨光

“寻找自己心中的桃花
源”
“我的大写的中国啊，我
用仰望的姿势翻开你的诗篇，
你的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放
大的汉字，它们在我的生命里
生根， 在我的血液里长大，我
的 大 写 的 中 国 …… ”4 月 23
日是 “世界读书日”， 当日下
午，东篱书院与淮北市相之韵
朗诵艺术团在东篱山庄举办
“春天的邀请” 本土作家作品
朗诵会。朗诵者们饱含深情的
演诵， 文字与声音的交融，为
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
本土文学盛宴。
在朗诵会现场，记者见到
了东篱山庄的“堂主”沈怀远。
头发花白， 戴着厚厚的眼镜，
见到记者过来，着一身汉服的

退伍转业后在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32年，而今他退而不休，时刻关注着和村的发展，以
一位老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率先为老果树更新
换代，引领和村村民再创新业。他就是烈山区宋疃镇
—
和村原党支部书记刘长礼——
退休不褪色

年轻有为敢闯敢干的“转业兵”
在庄园里喝茶、看书，让沈怀远每天乐在其中。 ■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诗茶为伴，花鸟闻香，听琴弄
墨，坐而论道。 这里不仅是寄
放身心的清闲之地，更是传播
和弘扬文化艺术的优良平台。
“这是一个快时代，快得
让我们无所适从，心灵会变得
疲惫不堪。或许我们都应该慢
下来，去找寻自己心中的桃花
源，成为自己的‘陶渊明’。”沈
怀远说道。
据了解， 东篱书院先后举
办国学讲座、公益论坛、主题演
讲数百场，发起成立古琴协会、
汉服会、茶会，策划组织 2017
中国（淮北）首届古琴艺术发展
论坛暨“古琴名家·名曲”音乐
会等重大传统文化活动， 受众
近百万人。
“别人喜欢称
呼淮北是座 ‘煤
城’， 我更喜
欢称呼淮
北是座
‘
古
城’，在
我 看
来 ， 淮
北是一
座文化底
蕴非常厚重
的城市， 追溯千
年，琴声悠悠、运河
汤汤，历史久远，我愿意
做一位文化的传播者。 ”
沈怀远告诉记者， 他是
2013 年首次举办的读书会，
就是想和大家一起认真地读
一本书， 然后分享心得体会。
记者了解到，在当天的朗诵会
中,大多以本土诗人、作家撰
写的诗文为主,内容以传颂和
赞美淮北、赞美煤矿、赞美家
乡。 淮北作协主席林敏的《煤
城留痕》、马尔的《我迷人的小
城》、陈李林的《我给母亲买顶
帽子》、耿汉东的《我一个人的
夜晚》、梅一的《春天的鸟鸣》、
姚中华的《新鲜风》等作品均
在现场得到诵读。
“我特别热爱朗诵，也特
别感谢东篱山庄沈先生。在这
里朗诵诗歌能够找到一种优
雅的品位和向上的力量。 ”朗
诵者祖健康说。

沈怀远原本在国有煤矿
企业任职，但他是一个“不安
分”的人。“我是一个思想比较
活跃、有些前卫的人。”沈怀远
如是描述自己。
1992 年， 正值全民下海
创业的热潮。思维敏捷的沈怀
远自然发现了这一时代趋势。
他利用矿广播台拥有摄像设
备的优势，做起了婚礼策划拍
摄，让一起参与的同事待遇提
高不少。 沈怀远学过美术，利
用特长，他又应时办起了装潢
公司，自己成了所在矿区的首
个私企董事长， 解决了 50 多
位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那
个时候，大家都想挣钱。 这些
年轻人如果在家闲置待着，对
社会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因
素。 ”刚才还面带笑容的沈怀
远，说起就业就严肃了起来。
极具开拓精神的沈怀远
在 1999 年前后调入世纪建材
公司，由于善于管理，该公司
生产的防水建材成为国内行
业的领导品牌。
沈怀远脾气火暴，精力惊
人，没日没夜地拼杀，唯愿一
展雄心，打开宏图。 但一场任
职变故，让他拍案而起，扔掉
了“乌纱帽”，一猛子扎进商海
“裸游”。
生而有涯，学而无涯。 为
了提高自身的知识，沈怀远在
2003 年 至 2005 年 报 读 了 清
华 EMBA。 学校里，老教授老
领导老同学， 都认可沈怀远；
学校外， 关注书画古琴收藏，
沈怀远结识了天下文化人，并
在京创办了公司，成为一名圈
内认可的“儒商”。
“我觉得还得回来， 在那
总觉得没有着落。 ”北京的生

意做得风风火火，家乡朋友一
招呼， 沈怀远把一切清零，回
到市高新区创办了惠众金属
纤维公司。 “你做什么事情要
有社会公德心，不能做个无良
商人。 ”提及公司名字“惠众”
二字，沈怀远这样解释说道。
“文化是一种情结，你走
多远，它都会拴着你。”为了回
归文化、 回归初心，2009 年，
沈怀远来到了东篱山庄。 从
此，淮北老外环挨东，有了个
东篱山庄，淮北内外书画艺术
界朋友，喜欢优雅文化感觉的
人， 都有了个聚会的好去处。
为了东篱山庄，沈怀远大半辈
子的积蓄都花在上面。 “老沈
有心魔，固执的以为做文化就
不该与经济密切，连上了就污
秽，不纯粹。”东篱书院的首席
文化顾问马尔先生曾经在一
篇文章中写道。
后来山庄几经风雨，沈怀
远也常常伤怀不已。但不管怎
样，如今满目青山，书画满园，
茶香高朋欢，过去的一切对沈
怀远来说已都是烟云。
给你坎坷的，是让你增加
阅历、不断成长的恩师。“想开
了，自己的道也宽了；做文化，
你就得磨成个心大又敞亮的
文化人。 ”沈怀远说道。
一番采访结束，发现沈怀
远是个纯粹的人，笑起来如孩
子一般；是个通达的人，对人
热心，广交天下士；是个性情
的人， 骂起人来会拍桌子，怀
念起故友来却也忍不住潸然
泪涌……但他更是一个慢下
来的人，在小城守护着一方小
院，守护着诸多朋友的心灵寄
托，守护着回归文化的纯净初
心。

“守护着回归文化的纯
净初心”

东篱山庄经常举办小型沙龙，感受国内名家的魅力。
■ 摄影 通讯员 杜鹏

青春，
在奉献中绽放

—记安徽移动“百佳员工”丁锐
——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史静
从移动大厅营业员到政
企客户部产品经理，丁锐在淮
北移动公司从事了 8 年服务
工作， 现在负责 IDC 及云产
品业务拓展工作。虽然岗位不
断变化，但是他精益求精的工
作理念始终如一。 不仅如此，
他还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
产党员，以高标准、严要求规

续写新风采

■ 记者 陈洪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沈怀远挥手中露出平和的笑
容。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中不
能没有诗文，我们的故土乡情
更不能没有诗文。我愿意为大
家提供平台，进行文化交流。”
东篱书院负责人沈怀远告诉
记者，此次携手相之韵朗诵艺
术团共同举办此次活动,就是
想促进本土文化思想繁荣,让
更多优秀的诗文走进大众的
生活。
在沈怀远的带领下，记者
走进东篱山庄。七十亩大小的
东篱山庄已经形成了几大功
能区，像文化体验区，可以品
茶、听琴，欣赏陶艺、书画与收
藏品展示。几个雅致的木屋构
成的餐饮服务区，杏树、柿子
余秋雨有本著作叫做《文
树等构成的绿色采摘区。
沈怀远堪称“当代陶公”， 化苦旅》， 对于沈怀远而言，
一手打造着这个“世外桃源”， “文化苦旅”这句话颇为应景。

范自己，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为了能在平日的工作中
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给顾客
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丁锐不
断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加强业
务技能的学习，不断丰富储备
知识库。 同时，他还积极报名
参与安徽移动公司组织的政
企精英培训活动，以及淮北移
动公司组织的内部培训师提
升培训。 经过长期的勤学苦
练，丁锐被淮北移动公司聘任
为内部培训师，将所学的理论
与实际工作经验分享给同事，
共同为淮北移动事业的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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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锐严于律己，坚持每天
“1 小时”制，即每天提前一个
小时到岗进行业务学习、处理
工作事务。 他认为，挑战亦是
机遇。 在负责 IDC 及云产品
项目期间，他一方面全力拓展
客户资源； 另一方面转变思
维，积极拓展网站改版、微信
公众平台二次开发业务，不断
提升网络访问质量，让市民访
问网页更流畅，助力淮北移动
公司 IDC 及云产品处于全省
领先地位，并多次获得安徽移
动公司的提名表扬。 2017 年
网站引入期间，积极与网络部
同事协调， 组成攻坚小组，先

后成功引入市人民政府网站
群、市网上办事大厅、市招商
局等共计 42 家政府单位，完
成率达 280%， 在全省遥遥领
先。 凭借优质的服务，2017 年
10 月， 市大数据资源局给淮
北移动公司送来表扬信，给予
了高度评价。
“博学多闻，多才多艺”是
同事对他的评价。丁锐除了做
好本职工作外，还积极带头参
加工会活动， 在 2016 年度淮
北移动“春之声”诗文诵读会
比赛、2017 年度淮北移动“四
轮驱动，党员在行动”主题演
讲比赛上分获三等奖，被评为

2016 年度淮北移动公司工会
活动积极分子。
因为用心，他在平凡的岗
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因
为用心，他在平凡的工作中逐
步成长。 曾获得 2018 年度安
徽移动 “百佳员工”、2017 年
全省“双百培优计划”优秀项
目经理、2017 年“内容领先行
动”先进个人、2016 年度安徽
省移动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称号。
丁锐坚信， 用百倍的干
劲、不倦的追求，向着更高的
目标不断进取，在奉献中绽放
人生更灿烂的光芒。

1960 年，刘长礼报名参军，在福
建前线海军某部服役。那时的刘长礼，
血气方刚，不怕吃苦，敢打敢拼，曾两
次荣立三等功。突出的成绩，艰苦的锤
炼， 让刘长礼在部队就成长为一名共
产党员。
1967 年，刘长礼从部队转业荣归
故里，干起了村党支部书记一职，从此
开启了他 30 多年带领乡亲增收致富
的征程。
和村的经果林产业历史悠久，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千亩梨园。

刘长礼看到了这一优势，便借势发力，
带领村民扩大种植，丰富品种，发展了
桃园和桑园近千亩，百姓在 2000 亩经
果林产业上尝到了甜头， 和村也成了
远近有名、相对富裕的“名村”。
刘长扎说，“我当时任村党支部书
记时就一个想法，那就是勤勤恳恳、踏
实苦干”。 1976 年，听说政策鼓励种棉
花，敏锐、果敢的刘长礼又带领村民种
植千亩棉田，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大干
特干”， 千亩棉田换来 13 万斤大米的
奖励，名噪一时、享誉四方。

刘长礼（左二）和村民们交流种植经验。

踏实苦干不怕困难的“领路人”
在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的刘长
礼，更是一名“领路人”，既要琢磨“新
点子”，更要带着“闯新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和村也走
‘一麦一豆’的传统道路，虽然温饱不
成问题， 但百姓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
么富裕。 ‘穷则思变’，有什么新点子、
怎么带着大家发家致富， 成为我当时
最迫切要解决的事”。
1992 年， 我市行政区划调整，和
村由濉溪县划归烈山区管辖。 也就是
同年， 中央发出大力发展髙效农业的
号召，刘长礼敏锐地察觉到政策的“东
风”，觉得正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好
机会。
为了更新观念，他带着村干部先后
奔赴北京、六安、郑州、烟台等地，学习
先进经验，行程达数千公里。 回来后，刘
长礼与村干部一班人统一了思想：既然
有果树种植的基础，就要继续发展经果
林产业。 经过一番外出考察，确定从烟
台引进苹果适合和村的实际。
粮田改果园， 首先要过的就是村
民的“观念关”。包产到户后，一麦一豆
让百姓实现了温饱， 而栽果树前几年
都没有收成，大家不愿意冒险。粮田改
果园的消息一传出， 村里立刻像炸了
锅。 甚至有的村民带着年幼的孩子找
到刘长礼，又哭又闹破口大骂。
为了破除观念“拦路虎”，刘长礼

先是召集党员和教师等先进分子组成
宣传队，挨家挨户做工作。 紧接着，村
干部们带着 1300 户村民乘车前往砀
山参观，让百姓切实看到实惠。刚刚收
获的砀山梨，让和村村民动了心。
过了“观念关”，又遇“技术关”。为
了解决种植技术难题， 刘长礼带着两
名技术员， 大年初一冒雪踏上了去烟
台的列车。 当地农业部门的负责同志
被他们的执着精神深深打动， 决定给
和村派驻一名老技术员， 而且这名老
技术员一住就是五年。
最让刘长礼彻夜谁眠的还是钱的
问题，引进树苗要花费资金近百万元。
尽管市里有拨款，百姓有集资，但还是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刘长礼
找朋友、找战友，东挪西借，终于凑齐
了这笔款项。
“到第三年的时候，百姓家里的余
粮吃完了，果树刚刚长成还未挂果，我
真怕百姓砍掉果树再种麦子， 那样就
前功尽弃了。 ”说起当时的情形，刘长
礼仍心有余悸。 “每家发六袋面粉，说
啥都要保住马上就要见效益的苹果
树。”刘长礼在村干部会议上的话掷地
有声。
“天道酬勤”。 1998 年，和村苹果
喜获丰收， 两三百万斤的产量让百姓
乐得合不拢嘴。自此，和村苹果成了兴
业富民的大产业。

退而不休再当头羊的“老支书”
经过果农的辛勤悉心栽培， 现在
和村年产优质苹果 5000 万斤，人均纯
收入超万元。和村苹果因价格优、品种
全、个头大、汁水多、口感好而备受消
费者的青睐，苹果远销南京、上海、武
汉等大中城市， 和村已经成为远近闻
名的水果之乡。
然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和
村果树树龄 20 多年， 已近产量极限，
这两年必须及时更新品种。 和村苹果
能否继续之前的“传奇”，还是个未知
数。
换什么品种？谁第一个带头？何况
苹果重茬栽种不易成活， 易发生病害
严重、 果品产量低、 质量差等 “再植
病”，存在很大的技术风险，万一失败
了谁能担当得起？ 现任和村党总支书
记李居全一班人， 又遇到了二十年前
的老问题：大家都不愿意冒险。
“不行我先来，我这一辈子啥大风
大浪没见过，大不了赔点钱嘛。 ”已逾
古稀之年、 早已从村党支部书记位置

退下来的刘长礼， 又做出了一个常人
不能理解的决定， 带头砍掉自家的苹
果树。当时甚至有人认为，这老头一定
是“疯了”。 而他则把更新品种、再造
“和村苹果”的辉煌看做是“第二次创
业”； 虽不在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
心里考虑的还是“做给群众看、带着大
家干”。
他不顾年高， 东奔西走， 外出考
察， 请教专家， 甚至把家也搬到了果
园。他的执着精神深深打动了家人，儿
子投资购买了苹果苗， 老伴主动帮他
整理果园。 现如今，刘长礼的新果园，
已是规模初显。
“老果树马上就面临更新换代，
但百姓都不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希
望通过我的实践摸索，给村民提供一
些经验， 也不枉村民对我的一番信
任。 ”说起未来，刘长礼踌躇满志。 “等
我八十岁时，我的新果园产值估计能
达到十万元，到时我就可以光荣退休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