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
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
法，品德高尚，甘于

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
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
岗位上取得突出成
绩，具有良好的社会
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
APP的爆料平台，推
荐你心目中能够代
表中国力量的新青
年；与此同时，也可
以在封面新闻微博、
微信等平台的相关
稿件下方留言，欢迎
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
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
公开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
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
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封 面 人 物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哎，富贵！”这段时间，在四川监狱
系统里，莫富贵成了无人不知的“大红
人”。他人如其名，没钱也没底线，进城
打工却不走正道，最终因抢劫入狱。而
他的故事被以系列短视频的方式演绎出
来，并发布在四川监狱抖音官方账号之
后，竟获得了超千万的关注。自然的眼
神、流畅的对白、生动的演绎，让很多看
到视频的人，都对莫富贵的真实身份产
生了好奇。是真的服刑人员还是专业的
演员？其实，他是嘉州监狱青年民警杨
粮彬，从接触抖音短视频到亲自参与制
作不过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包括他在
内的整个视频创作团队，也都是青年监
狱民警。

两年前，从四川警察学院毕业后，杨
粮彬通过招考，进入了嘉州监狱，成为了
一名监狱人民警察。

真实的监狱现代文明、制度完善、信
息公开、执法规范，和他印象里有很大不
同。“以前想象的就是影视剧里那种，但
是实际上，不管是从设施还是管理，四川
监狱都已经有了规范和统一的标准。”想
到还有许多人和以前的自己一样，对监
狱仍然存在“偏见”，杨粮彬就希望通过
自己的工作，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监狱。

“无视频不网络无宣传。”去年8月，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正式开通了官方抖
音账号，首个作品就点击就突破千万，
还获评中央政法委“四个一百”政法新
媒体“十佳短视频奖”。今年2月，为进
一步打造独具四川监狱特色的抖音品
牌，局办公室专门召集全省监狱微宣传
部分小编群策群力，明确了打造川话版
短视频的风格和路径，并在全系统物色
组建有一定演绎能力的创作团队，对短
视频创作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支持。
川话版系列短视频主要通过主人公莫
富贵违法犯罪、锒铛入狱的故事，及其
在狱内服刑改造、回归社会的全过程，
向社会公众展示四川监狱执法管理和
教育改造工作。

有了整体思路，谁来编写剧本，谁来
演绎，谁来拍摄制作，成为了摆在大家眼
前的第一道难题。

导演专业毕业的省监狱管理局办公
室民警赵欣欣，接受了这个挑战担任导

演和编剧，邑州监狱民警黄伟担任摄
像。“主要是有2个人物角色，1个是监狱
民警，另外1个是服刑人员莫富贵。”监
狱民警的扮演者还好选择，毕竟是对本
职工作的演绎，综合考虑锁定了大英监
狱青年民警马文彬；而服刑人员扮演者
的选择就要考虑反向角色的演绎水平，
以及敢于牺牲形象的身份落差，最终选
中了大学时期有话剧表演经验的嘉州监

狱青年民警杨粮彬。“他们都是我们监狱
一线民警，对于执法工作比较了解，同时
也知道当下年轻人喜欢什么、关注什么，
在拍摄过程中，带来了许多新颖的思
路。”

解决了人员的问题，拍摄过程中的
难题还是不少。

“短视频编辑虽然与拍摄影视作品
有很大差异，但也需要有一定的视频编
辑能力。加之资源设备有限、创作编辑
经验不足，视频作品剪辑呈现还是遇到
了很多困难。”为了让自己的“服刑人员”
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杨粮彬还做出了一
点“牺牲”。“我之前头发比较长，还有人
说我是‘龙泉张若昀’，为了拍这个剧我
剃了头发，越来越像莫富贵了。”

就是这样一个平均年龄26岁，由监
狱青年民警组成的临时“剧组”，仅仅用
了3天时间，就制作并上线了首期短视
频《莫富贵监狱日记之锒铛入狱》。上线
24小时，就获得了42万次的观看。截至
4月5日，上线的10期短视频中，已经有
2期获得了超过千万的关注，累计点赞
135万余次、点击播放达2849万余次。
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留言，点赞最近有
点“皮”的四川监狱。“看着浏览量一点点
往上涨，以及网友点赞四川监狱执法工
作，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对我们这个年轻
的团队，也是一种鼓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于婷摄影报道

征 集 令

监狱民警杨粮彬在视频短剧中饰演一名服刑人员，他出色的演技受到网友热捧。

90后监狱民警杨粮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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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革命圣地西柏坡。松柏苍翠的
柏坡岭，如一位历史老人，注视着这
片红色热土上70年的变迁。

记者近日走进西柏坡，倾听老、
中、青三代人，讲述不同时期传承西
柏坡精神的奋斗故事。

致敬党建急先锋
褒扬社区好书记
“成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示范单位”公益评选颁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福
燕）4月 12日，由成都市委组织
部、市委社治委指导，华西都市
报、华西社区传媒联合主办的成
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示
范单位暨第六届“我心目中的社
区好书记”公益评选颁奖典礼隆
重举行，一批在基层党建、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乡村振兴工作中成
绩显著的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总结基层党建工作经验，褒
扬勤政务实、致力为民的社区好
书记，在成都市委组织部、市委社
治委指导下，华西都市报、华西社
区传媒联合启动成都党建引领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示范单位暨第六
届“我心目中的社区好书记”公益
评选。活动期间，记者深入成都
22个区（市）县，用镜头与文字记
录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变化，数
十万居民通过新媒体互动通道热
评、点赞活动。综合居民反馈、网
络调查、记者走访、专家评审，荣
誉榜单今天最终揭晓：天府新区
华阳街道办事处等获评成都党建
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示范单
位，都江堰市柳街镇等获评成都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示范单位，龙
泉驿区大面街道五星社区廖新燕
等获评“我心目中的社区好书
记”，武侯区晋阳街道最宜居花园
式街区等获评成都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创新示范案例，新都区金东
公益服务中心等获评成都优秀社
会组织，红旗连锁获评成都党建
引领社区共建突出贡献单位。

在今天的颁奖典礼上，四川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博
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姜晓萍，彭州
市人民医院院长王有良将作主题
演讲，20余位街道、社区负责人
将围绕“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如
何凸显党建引领作用”、“建设高
品质和谐宜居街镇（社区）如何体
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等话题
进行圆桌对话。

澄清失实信访举报
郫都区为干部正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
“经过调查核实，群众反映两位同
志关于不正确履职的情况不属
实，现在会上予以澄清，希望你们
甩掉思想包袱，继续保持积极的
工作态度。”近日，成都市郫都区
纪委监委对两起反映失实予以了
结的问题线索发出《问题线索了
结反馈函》，及时将处置结果告知
被反映人，并向所在单位领导和
当事人进行了澄清。

记者了解到，郫都区对普通
党员干部的失实信访举报，由所
在支部在支部会上进行澄清；对
较为重大失实信访举报，要求所
在单位纪检监察机构派员参与，
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公开公示
调查结论；对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的失实信访举报，利用区纪委派
员指导所在单位班子民主生活会
的机会，予以澄清正名。对错告
的举报人视情况进行沟通交流或
批评教育，并要求举报者向“被
告”致歉；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者，要敢于“亮剑”，依规依纪依法
严肃查处，让诬告者心有所畏、行
有所止。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组织的
信任，我一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回馈组织培养。”一位党员干部收
到区纪委发来的反馈函后说。

“信任催生力量。用系列举
措澄清失实信访举报，为实干者
鼓劲，让流汗者不流泪、担当者没
有后顾之忧。”区纪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以往对经核实确为失实的，
都是存档备查，没有给予书面反
馈，被反映的干部难免揣测、顾
虑，现在对函询结果予以采信、了
结，以组织的名义正式告知本人，
既是信任，给党员干部吃了颗“定
心丸”，也是监督，为党员干部敲
响了警钟。

广安市委原副书记
严春风受贿案
一审开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攀）4
月11日，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广安市委原副
书记严春风受贿一案。

德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2001年至2018年，被告人严
春风在担任宜宾市城市规划局局
长、宜宾市翠屏区委副书记、区
长，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广安市常务副市长，广
安市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在工程承揽、项目纠纷解
决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
或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572.9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
关证据，严春风及其辩护人进行
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
下充分发表了意见，严春风还进
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
悔罪。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爱国情 奋斗者

酷似张若昀 剃发演“囚犯”

这位90后监狱民警红了

“开游船”的老党员：
讲红色故事念党的恩情

今年74岁的西柏坡村老党员闫青海，
很小时得了一场重病，绝望的父母把奄奄
一息的他包裹起来放在石碾上，打算放
弃。

董必武夫妇在回家路上发现了这名
弃婴，立刻把他送到中共中央机关医院救
治，孩子就这样活过来了。这件事很快传
遍了整个西柏坡。

“共产党的恩情不能忘。”闫青海说，
长大成人后，自己时刻想着，只有艰苦奋
斗，带头致富，把西柏坡精神发扬好，才不
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救命之恩。

上世纪50年代，为修建岗南水库，河
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从鱼米之乡的“粮窝
子”搬到了高山岗。曾经为共和国的诞生
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西柏坡又一次作出了
牺牲。

当时，西柏坡村住的是土坯房，吃的
是统销粮。为了增加收入，18岁的闫青海
在水库上开起了运输船。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西柏坡。当
时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闫青海，发动村
里五六个壮劳力与他一起到石家庄当装
卸工；后来，带领村民在水库打鱼，依托红

色资源，开了西柏坡第一家“农家乐”……
闫青海成为村里首个“万元户”。

如今，走进西柏坡，一幢幢白墙灰瓦
的农家院整洁漂亮，一条条平坦宽阔的
马路通到了各家各户，污水处理、文化长
廊、卫生设施等一应俱全。近年来，西柏
坡村民从卖茶水、卖鸡蛋、卖纪念品起
步，发展起了旅游服务业，年人均纯收入
上万元。

虽已过古稀之年，闫青海依然闲不
住，还在开着游船。“游客都喜欢坐我的
船，听我讲当年党中央在西柏坡的故事。”
闫青海说，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西柏坡的
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

打造“美丽”的村支书：
时刻牢记“两个务必”

紧邻西柏坡的梁家沟，与西柏坡纪念
馆咫尺之遥，一排排新民居错落有致。

梁家沟是水库移民村，村民很长一
段时间过着苦日子。今年51岁的陈国
平1996年开始担任梁家沟村党支部书
记，那一年，当地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涝
灾害。

陈国平带领村民重建家园后，吸引投
资建设了西柏坡民俗博物馆和嘉旅宾馆，

每年为村集体创收20多万元。
2009年，他学习外地经验，推动梁家

沟新民居建设：集中一片土地建小洋楼，
拆掉旧房发展其他产业。新村最靠边的
一处位置地基松软，工程量最大，得多花
钱，陈国平主动要了这块地。

新民居建好了，家家搬进了二层小洋
楼，原先占地300多亩的宅基地压缩到了
60多亩，置换出发展用地200多亩。

村民的新居，一楼自住，二楼作为农
家旅馆招待游客。村里建了旅游合作社，
统一经营管理、统一服务标准，为周边农
村树立了标杆。

腾出的土地，建成了景区停车场、红
旅小镇、旅游宾馆。一个以红色文化实景
演出为特色的西柏坡红秀剧场正在建设
过程中……梁家沟村被河北省委、省政府
评为首批“美丽乡村”。

“西柏坡是咱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
陈国平说，整体脱贫了，更要时刻牢记“两
个务必”，不能被成绩冲昏了头脑。为防
止出现经济问题，村里的财务管理实行集
体报账制，报账需由全体两委班子成员、
村理财小组共同审查，并及时逐条公布。

追求创新的大学生：
勇于进取谋幸福

2005年，23岁的闫二鹏大学毕业后
回到家乡西柏坡，从母亲手中接管了家庭
宾馆。

“我非常看好家乡的红色旅游资源，
毕业后决定回来干。”闫二鹏说。他不满
足于传统经营模式，成立了村里第一家旅
行社，建了西柏坡旅游网。

为了更好深挖红色文化，提升服务内
容和品质，他经常去外地考察，学习借鉴
好的经验。近几年，他注册了培训公司，
聘请了专业人员，创新了培训方式；还与
携程、去哪儿网等各大网络平台合作，继
续扩大宣传，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西柏坡
参观学习。

在上大学时就加入共产党的闫二鹏
说，自己生在西柏坡感到非常自豪，身上
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理解，西柏坡
精神中的艰苦奋斗，不是守着贫穷过日
子，而是勇于进取谋幸福。对自己而言，
赚钱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自身努力传播
好红色文化。

（新华社石家庄4月11日电）

西柏坡：70年，三代人的精神传承

4月8日，闫青海在给孩子们讲奋斗创业的故事。 新华社发

西柏坡镇梁家沟村对农家乐宾馆进
行了统一的规划和建设（2017年11月8
日摄）。 新华社发

看准了西柏坡村的旅游业前景，“80
后”大学生闫二鹏2005年回到家乡，接过
了家里的旅馆生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