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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戏，会给人愉悦的感受和美

好的回味，广播剧《走过一村又一山》，

就让人享受到了这样的快乐。

该剧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在寻乌

这片热土上默默坚守社会调查工作的

一家三代统计员。随着悠远、悦耳的笛

声和久违了的赣南山歌轻轻地在耳畔

响起，一股清新的山野之风，立马把人

带入到花香鸟鸣的山村、山高林密的陡

坡小路和摩托车行驶的烟尘之中。这

部剧，艺术地再现了伟人毛泽东在开展

寻乌调查的历史画面，演绎了在“寻乌

调查”精神的感召下，我国基层调查统

计工作者，发扬深入、唯实的优良作风，

默默坚守在平凡战线上的故事。

应当说在题材的发掘上，是花了功

夫的，这样的题材，在广播剧中似乎还

无人涉猎，这就使这部剧有了题材上

的独特性与新颖度，让人有耳目一新、

眼前一亮之感。90 多年前，毛泽东在

《寻乌调查》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

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而今天，

《寻乌调查》的当代价值，更不可估

量。就基层统计层面来说，有了准确

的数据，国家才能知道政策是否有效

和正确，因此，重视调查研究，发扬深

入、唯实的优良作风，做好基层统计工

作，对党的建设、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以

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重大的

意义，这就是这部剧题材的深度所

在。但这部广播剧说的又是基层调查

统计工作的感人事迹，也就是说，更多

的要在平凡中写出不平凡的光点，在

平常事中看出不平常的亮色，在人物

内心世界的挖掘上下功夫，很吃内功，

不好写，要写好就更不容易，这就是这

部剧的难度所在。

可贵的是，编剧力克难度，力求深

度，巧妙地编创了以当代大学生潘宏明

一家祖孙三代，在“寻乌调查”精神的激

励下，沿着毛泽东在寻乌走过的路，在

平凡、琐碎但意义重大的基层调查统计

工作中发生的故事。把老一辈调查统

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年青一代的茁

壮成长，幻化成一幕幕生动的场景，使

整部剧听来，有情趣、有味道、有意境、

引人入胜。

以戏抓人，入戏快，是此剧的一大

亮色。这部剧，一开场，不拖泥带水，

直接进戏，你听，吵闹声中，大学生潘

宏明刚开始统计工作没几天，就被村

民骂为“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问东

问西”，怨愤中，他开始怀疑“做调查员

是否有意义”？要辞职去“做有价值的

事”，由此，以“寻乌调查”为核心事件，

以潘宏明“走与留”的纠结与矛盾为切

口，展开全剧。

面对儿子工作中的苦恼和对自己

的埋怨，父亲潘前进不是空洞地说教，

而是在父子俩的温馨畅谈中，用闪回

的艺术手法，生动地演绎了 1930 年打

下了信丰县城后，红四军的党代表和

前委书记毛泽东，发现了由于政策失

误“老乡们对我们就不满意啰”这一涉

及民心向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为

了寻找“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政策

依据，他决定在寻乌做深入、唯实的调

查，来寻找革命胜利的答案。这个重

大事件，以史抒理，以理化人，把调查

研究的重大意义和做调查员的重大价

值，故事化、情趣化地深蕴于毛泽东寻

乌调查的铿锵脚步中，意味深长。在

儿子潘宏明“走与留”的问题上，潘前

进不是简单、生硬地说是与否，而是相

信儿子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同

意他搞完人口调查再走。于是，峰回

路转，父子重上阵。一次下乡统计时

赶上了滂沱大雨，因为普查有时间要

求，必须在截止填报时间前完成，为了

保证“一户都不能落下”，潘前进执意

冒雨等待村民回来，潘宏明望着大雨

中父亲的身影，百感交集。风雨声中，

协助他们做普查统计的老陈，动情地

说起过去由于对调查统计不理解，曾

嘲弄潘前进的陈年旧账：“当年你‘扛

木头不转肩的’老爸，‘缠了我一天一

夜’只为了了解‘收入来源、收入多少

和填一张表’，我说‘你脑子真是有病

啊，你不会自己预估一下交差？’你老

爸只说‘我做的是统计，不是估计。这

不仅仅是工作，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啊’。”

好一句“沉甸甸的责任”，憨厚淳朴

中透着一抹令人钦佩的亮色，把潘前进

这个人物内心的敞亮和情怀，活灵活现

地凸显出来，话不多，胜似千言万语。

剧中，送算盘的情节，也别有味

道。它从不同的层面，展现着潘家三

代人期待、思念、感悟的各自心境。曾

给毛泽东寻乌调查时“带过路”的爷爷

潘发根，在重病时把“磨得发亮的算

盘”送给儿子潘前进，语重心长地说

“干我们这行的，既没有轰轰烈烈，也

少有立功受奖，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

在平凡中坚守”，所以“非常需要有文

化有知识的人来接棒”。这些话，把调

查统计工作的平凡与伟大说得透透

的，它既是对儿子殷殷的叮嘱，更是对

新一代统计工作者热切的期待。而潘

前进“总爱擦拭那把老算盘”，是为了

寄托他对父亲永远的思念。当年潘发

根白天忙于调查，只能在夜里噼里啪

啦拨弄算盘。那时时吵醒儿子的算盘

声，永远存留在潘前进的耳畔和心怀，

因为这“声响”中涌出的数据，是制定

党的好政策、让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

火的依据和无价之宝。潘宏明终于感

悟到，国好、家好才有个人的好，比金

钱更重要的是“个人、家庭、国家三者

兼顾的”“人生最大价值”。劝他出走

的老同学刘华锋也决心留下来在自己

的家乡投资，因为调查统计工作和家

乡的发展，都需要有知识、有魄力的有

为青年来接棒，两人又都是红军的后

代，展现了红色基因的传承。

这部剧，题材有分量。人物的心理

活动有生动的展现，性格鲜明。有故

事，有情趣。导演风格大气中不乏细

腻、讲究。毛泽东、潘前进、潘发根、王

局的演播者，声美神似，可圈可点。音

乐的地方特色浓郁，音响多彩、逼真。

剧中，平凡中不平凡的光点，很自然；平

常事中不平常的亮色，很精彩。

（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中
心原主任，中广协会专家组原副组长）

广播剧《走过一村又一山》以饱满

的热情，讴歌了在江西寻乌这片热土上

默默坚守社会调查工作的一家三代统

计员。剧作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成功

地塑造了潘家三代人的崇高形象，他们

的敬业精神和无私奉献，令人肃然起

敬。而该剧所给予听众的远不止于此，

剧作还给所有听众补上了一节重要的

党课。

这节党课的名字叫《寻乌调查》。

当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时，写下了

两篇文章，一篇是《寻乌调查》，另一篇

是《反对本本主义》。两篇著作都是关

于调查研究的，一篇偏重于实际调查的

情形，一篇则偏重于理论高度的阐述和

概括。1961 年 3 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

的讲话中指出：“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

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

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 年写的。”毛

泽东所说的“一番大斗争”，是指当时红

四军党内的分歧与斗争，即在 1927年大

革命失败后，红四军党内教条主义思想

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致使党内团结受到

了极大的破坏，许多正确的主张无法得

到有效执行。中央得知情况后，明确指

示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并支持毛泽东

的观点，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巩固红

四军的团结（见《中央九月来信》）。毛

泽东对此及时进行了总结，针对当时党

内“唯书”“唯上”的风气盛行，准确把握

住了教条主义的根源，把调查研究作为

发言权的基础和前提，强调只有真正在

调查研究上下功夫才会有发言权；并且

形象比喻：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

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指出调查就

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要求，凡担负指导工作的

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

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方法有两

种，一种是“走出去”，即亲身到群众中

做实地调查；另一种是“请进来”，即请

一些明白情况和事理的人召开调研

会。两种调查方法相辅相成，可相互结

合进行。

当我们的学习进行到此，已经明白

了在广播剧《走过一村又一山》中，毛泽

东为什么要亲自进行寻乌调查，并娴熟

地运用了“走出去”和“请进来”这两种

方法。

剧中说到，1930 年 5 月，红四军攻

下了寻乌县城，毛泽东和领导机关的

同志行进在去寻乌县城的路上。他们

路过一个月前红军攻克的信丰县城

时，听到了县城街道群众的议论。这

些议论归纳起来就是：原本繁华的县

城，在红军治下却冷冷清清，商铺关

门，老百姓日常所需的油盐米粮药等，

什么都买不到。

“红军进了城，老百姓的日子更难

过了！”

“难道这就是苏维埃政府和红军

口口声声说要让我们老百姓过上的好

日子？”

批评很尖锐，一点没给这位“红军

长官”“红军党代表”面子。

毛泽东作为党代表，从始至终耐心

地倾听了群众的意见，让老百姓把话说

完。群众的不满和一针见血的批评，让

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自省和严肃的反

思。当然，对待眼前的问题也有另外的

处置办法，最简单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用行政手段调整物价，责令商家

开铺开市。但是毛泽东不是这样，他想

得更深更远。他由此联系到了共产党

革命的初衷，想到了“只有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我们才能赢得民心，有了民

心我们才能打胜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

利”。他对红军打下信丰城、没收商号

商铺，老乡们买不到生活必需品日子反

而过得艰辛的情况看得很重，认为是

“对我们的党、对红军是重大的考验”，

更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如何制定政策、以

什么依据制定政策的高度来考虑。这

不只是红四军的问题，更是全党的问

题、整个红军的问题。

剧作接下来引导我们进入了毛泽

东的调查路线：逛集市、调查寻乌的商

业情况。他要求调查人员不要走马观

花，要下马看花。在花布摊前，毛泽东

仔细地询问花布是从哪里进来的货、哪

种款式比较好卖、卖一尺花布能赚多少

钱？在他看来，既然是调查，那就得详

细，“别小看布匹，这里面藏着大学问！”

毛泽东没有架子，喜欢发问，乐于

倾听，农民愿意跟他讲真话。这就是毛

泽东搞调查的特点。毛泽东做调查，眼

睛向下，问话仔细，并能够在看似复杂

的问题上敏锐地抓住要害，刨根问底，

了解到要搞清的问题。毛泽东与农民

在红军井边的交谈——“从下午一直和

老乡们聊到了晚上，连牛一胎生几头小

牛都过问了，问得十分仔细。”在毛泽东

的身上，完美地体现了一个调查者应有

的耐心和耐力的优秀品质。

毛泽东通过调查，掌握了大量真实

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将调查笔记整理成

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报告，并在《反对

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

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

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并由此形成了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重要思想，成为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

过寻乌调查，从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调

查研究之风，这对于实事求是、独立自

主制定政策和策略、解决革命和建设中

一切重大的或具体的问题、改进党的作

风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广播剧《走过一村又一山》最突出

的成就，就是第一次通过广播剧向广大

听众讲述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寻乌调

查。剧作在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向第

二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进的时候，重提 90
多年前寻乌调查的壮举，其意义是非同

一般的。

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光辉

的百年发展道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的伟大胜利；党从一大召开到即将迎

来二十大召开，无论党的任务有着怎样

的变化，党的调查研究的作风和宝贵传

统始终未变。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这部剧就

是一堂生动充实的党课，让我们身临其

境地拥有了丰厚的滋养。

（作者系高级编辑，中国剧协和中
国音协会员，曾任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副
会长，现为专家组成员）

沉沉责任 笃行担当
□何善昭

为我补上了这节党课
□熊生民

编草鞋助红军攻克土围

近日，记者来到钟荣堤家，一条板凳、两根麻绳、一撮稻草，他

正坐在大门外的屋檐下编织草鞋。别看他今年已 71 岁，期间还

有 20 多年没编，而今重拾老手艺，老人编织的动作仍很麻利，稻

草在他手中上下翻飞，速度不逊当年。

“钟师傅，您编织草鞋的手艺向谁学的？”记者话音刚落，钟荣

堤回应道：“早年很多村民都会编，我从小就看着父亲编，慢慢地

就学会了。可是现在没人再穿，会编的人也不编了。”

钟荣堤告诉记者，他听父亲讲，早年上宝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

编草鞋，这与一个红色故事有关。

1931年 12月 26日，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三军七师和九师展开

了围攻马安上宝土围的战斗。战斗进行了 23 天，不可谓不艰难。

上宝土围坚实如磐，墙高围宽，四个门均设有堡垒，内有数十幢宗

祠、巨宅、民居，外有一条从石壁塘涌来的护围河环绕。红军攻围

前，钟楷瑞的靖卫团和周围的土豪富绅全躲藏其中，千余名群众也

被胁迫进入围中，地主武装的顽固抵抗，百姓群众的无辜被困，令

战斗增添了许多难处。

钟荣堤听说当时天寒地冻，很多攻打土围的红军战士赤着脚在战斗，村民们便自告

奋勇赶制草鞋支援红军。一时间，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白天黑夜不停编，村民们把赶制

好的草鞋送到红军阵营。有了广大群众做后盾，红军“围而不攻”的战术成效越来越明

显：土围内坐吃山空，没多久，弹药不够使、水不够饮、粮不够食、盐不够吃，以致后来躲在

围内的靖卫团长钟楷瑞最终选择投降。

十岁开始随父编卖草鞋

钟荣堤回忆说，听父亲讲述，上宝土围被红军攻克后，村民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大

家支援红军、拥护红军的热情空前高涨，村中的青壮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其大伯钟起

烜就是其中之一。

“红军就是穿着乡亲们编织的草鞋去长征的。”钟荣堤说，红军长征出发前，爷爷带着父

亲和村民们一起围坐在祠堂里，加班加点赶制草鞋，大家还展开了打草鞋比赛，谁家给红军

打的草鞋越多就越光荣。

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中央红军长征后，敌人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疯狂反

扑。为了躲避白色恐怖，很多村民只好流落他乡。在经历了漫漫长夜等待后，于都大地迎

来了黎明的曙光，流浪他乡的草鞋手艺人也回到了上宝村。虽然战争的硝烟已散尽，但

当年村民们上山砍柴，下地耕种，穿的仍是草鞋。村民们又开始“重操旧业”，且大部分都

是编好自己穿，有的也会挑到圩上去卖。

“那时候每逢圩日，马安街两边有不少摆卖草鞋的，一双卖一两毛钱。”钟荣堤说，10
岁那年，他开始跟着父亲打草鞋卖。因为街上卖草鞋的人多，大家都会货比三家，所以，

草鞋要编得结实、耐穿才好卖。草鞋的原料以早稻最好，尤其是糯米的草秆最适合。看

来朴素简单的草鞋，选草、搓条、捻平、挽圈、编织、丈量、压实、锤固十余道工序，缺一不

可。虽然劳作一天才挣几毛钱，但在那个年代已令人满足。在钟荣堤的记忆中，上世纪

70年代初，村中编织草鞋最为鼎盛，几乎是家家打草鞋、人人卖草鞋。

带着稻草进京展示手艺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鞋子的材质越来越丰富，草鞋渐渐淡出人们

的视线。

“现在整个上宝村会编的只有 3人，年轻人又不愿意学，只有我偶尔会编一编，再这样

下去，这门老手艺就会失传了。”钟荣堤娴熟地编着草鞋，脸上闪过一丝无奈。

钟荣堤之前搁了 20多年没有编草鞋，直到 2015年，他才重操旧业。

2015年 9月上旬的一天，村党支部书记急匆匆来到钟荣堤家，说为了纪念中央红军长

征胜利 80周年，让他在月底前赶制 80双草鞋。钟荣堤二话没说，当场答应。

“你都 60 多岁了，这么累的活，又催得急，能干得了吗？”老伴和儿子有所担心。但钟

荣堤心里清楚，这项任务必须按时完成。于是，他从杂物间里找到编织草鞋的工具，当晚

就开始编织。

“20多年没编，手都僵硬了。”钟荣堤说，刚开始，一天干下来浑身酸痛，手都搓起了血

泡。但他依然坚持，在老伴和儿子的协助下，在规定时间里完成了 80双草鞋的编织。

钟荣堤的草鞋做工精致，很受欢迎。近年来，随着红色旅游升温，每年县里都会向钟

荣堤订购数量不等的草鞋，其名声也越来越大。让钟荣堤难忘的是，去年 10月，他还受邀

前往北京参加了一个“红色记忆”相关纪录片拍摄。

“让我坐飞机去首都北京编草鞋、录节目，连做梦都不敢想。”钟荣堤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在儿子的陪同下，父子二人背上打草鞋的工具和稻草，飞往北京。“天安门好大，北

京好大！”钟荣堤说，在节目录制现场，他打起十二分精神编织草鞋。此次首都之行，来回

虽只有短暂 3天，但成了钟荣堤闪耀的荣光。

北京回来后，钟荣堤成了“红人”，每逢重大活动或节日，他被很多地方邀请去现场展

示编织草鞋手艺，讲述红色故事。

前段时间，钟荣堤又接到订制 100 双草鞋的任务，正逢家中春耕春种，但为了完成任

务，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和老伴、儿子加班编织，如今 100双草鞋已如期完成。

采访结束时，钟荣堤说：“尽管现在草鞋没人穿了，但我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当年

红军就是穿着草鞋去长征的。现在生活好了，千万不能忘记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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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提灯笼访

贫农”“打双草鞋送红军，南征北战打胜仗”……和草鞋有关的歌曲和红色

故事，赣南人从小耳濡目染。80 多年前，红军将士脚着草鞋，翻山越岭，

跋山涉水，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时过境迁，虽然草鞋早已淡出了人们的

视线，成为博物馆供人参观的文物，但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村民钟荣堤仍

在坚守这门手艺。

面对记者采访，钟荣堤说：“虽然现在没人再穿草鞋了，但它承载着军

民的鱼水深情，见证着那段红色岁月，我不能让这门老手艺失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