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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任霄泽在曲水县孤儿院支教

派 200 余名毕业生赴西部基层县及以下党
政机关工作。18 名毕业生，18 颗从清华

撒向高原的种子，放弃了大城市相对优越
的环境，放弃了同家人相守的日子，无怨
无悔地来到祖国边疆，在西部扎根、抽芽、
成长，追逐理想，耕耘生活。他们，将自
己的青春真正奉献给了这片雪域高原，扑
下身子，勤勉工作，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在
这片深爱的土地上……
今年，王全明、索多两名清华毕业生
主动申请到西藏基层工作，雪域高原上的
“打拼团”又迎来了两位新“战友”。
从清华园到高原，他们以高原特有的
纯粹，守望雪山。风雪吹不灭青春之火，
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植厚土、情献祖国。
（转自《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6 日）

水磨镇上着画卷
——专访程莉校友
○唐

曼（1987 级热能）

程莉 , 上海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 2007 级硕士研究生，曾获全国优秀青年
志愿者奖章。2009 年，程莉考取选调生来
到汶川工作，先后担任汶川县委政策研究
室科员、水磨镇镇长助理、水磨镇副镇长、
县博览事务局副局长（主持工作）、映秀
镇副镇长（挂）；现任水磨镇镇长，同时
还担任四川省青联委员、阿坝州青联副主
席、阿坝州人大代表、汶川县政协常委。
行走在水磨镇，映入眼帘的，是一排
排黄墙青瓦的藏羌民居；店铺林立，雕花
木门呈现了明清风韵，每家每户的窗棂雕

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点缀在青山绿水之
间，好像一幅幅水墨画卷。程莉就工作在
这风景如画的水磨镇。

遵循内心的声音 追逐自己的梦想
人生处处充满着诱惑，每一次的选择，
都将给整个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程莉
说：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路，社会总会给
你评判。而我们能把握的只能是自己的内
心，只有将兴趣、专业与社会的发展结合
起来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程莉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中学时代
获得过上海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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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荣誉称号，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
学经济学专业，8 次获得“复旦大学人民
奖学金”。 在校期间，她不仅学习成绩
优异，还表现出超凡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毕业时，无论工作还是深造，摆在程莉面
前的都是优越而轻松的选择。然而，6 年
前，她放弃复旦大学的保研机会，带着探
索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渴望，参加首届全国
大学生西部志愿者计划，到云南省永胜县
金官镇财政所志愿服务一年。
从云南回到上海后，程莉报考了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成绩依然优秀，
领导力依然突出，她担任了学院研究生会
主席，作为奥运会志愿者服务于国际广播
中心。“5.12”大地震后，去灾区工作、
为灾区同胞做点什么的想法在她的心中悄
悄萌动。程莉参加了国家发改委组织的一
次灾后重建的大规模基础调研项目，深入
灾区调研 10 天。那些亲人突然离去的家
庭，失去子女而丧失人生希望的母亲，风
烛残年的老人和嗷嗷待哺的孩童，失去所
有财产还背负着巨额贷款的灾民……这一
切撞击着这个上海女孩的心灵；而灾区干
部群众所表现出的乐观与自强、坚韧与执
著，又令她心生敬佩。一位当地干部问程
莉：“我们现在很需要人，你这样清华大

工作时的程莉（左 1），和当地女孩一样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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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的上海女生愿意来吗？”程莉没有
立即回答，内心却日益升腾起一股强烈的
愿望：我要和他们战斗在一起！
回到校园，正值毕业生找工作时期，
面对着人生分岔路的选择，程莉报考了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的选调生。2008
年 12 月和 2009 年 1 月，程莉两赴成都考
试，最终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被录取。

拥有良好的心态 行动证明的事实
“这是她的跳板还是她的追求？她能
否在基层岗位发挥作用？”刚到汶川的时
候，各方猜测都有，面对别人的不支持，
面对外界“镀金”等议论和猜疑，她曾经
也忧虑过，如何与同事做好协调，如何得
到大家的认可？让事实说话吧！
在汶川工作这三年的经历，她以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态度和能力。
每年雨季，水磨镇自然灾害频发，尤
其在 2011 年 7、8 月，遭受了两次特大泥
石流灾害的重创。程莉在断电停水、一个
多月没法洗澡的困难面前没有畏惧，而是
兢兢业业奋战在抗灾第一线，坚守一个多
月没离开过水磨镇一步，索性居住在分管
的村，与干部群众奋战在一起，通宵值班，
了解受灾情况并及时指挥组织抗洪抢险以
及后续的清理房屋、整修道路等工作。
程莉以自己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得到
大多数人的认可。她说，日久见人心，支
持你也好，高看你，欣赏你，不是必然。
无论你做得多好，总会有人不满意你。那
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必要一定要得到所有
人的赏识，那也是不可能的。不求人尽如
意，但求问心无愧。生活就是这样，喜欢
也好，欣赏也罢，我就是我。一个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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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正自己的位置，越自然越好，只有当别
人真正了解你，欣赏你，喜欢你时，你才
可能被接受。
在蓉举办的共青团省直机关青年成才
论坛上， 一位青年向程莉表达敬意的同
时，问她有没有失意和后悔过。程莉坦言：
“选择容易坚持难，关键是要拥有良好的
心态，只要做好当下，追随信念，总会迎
来又一个春天。”

追求生活的过程 收获成长的记忆
一位上海姑娘只身来到汶川，参与四
川的建设，而且工作非常出色，得到大家
的赞同，并逐步担任了重要的岗位，她的
职位在逐步升级，而这一切，程莉是如何
看待的呢？她平淡地说：“人生，需要一
点理想，需要一点激情，需要一点精神。
对荣誉或者说机遇，都是瞬间的事情，我
想要的是最实在的生活。”
她始终记得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
凯对自己的勉励——我们想看到的不是你
最终做到什么职位，而是你做了哪些事，
学习了多少，成长了多少，贡献了多少。
水磨镇位于汶川南部山区，是藏、羌、
回、彝、汉等多民族聚居地，距离“5.12”
震中映秀镇不到 10 公里。地震之后的水
磨镇，被称之为“灾后重建的灯塔”。地
震前的水磨镇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区，
这样的企业已达 60 多家。工业发展形成
规模后，镇上烟囱林立，烟尘的排放量十
分惊人，使天空阴霾密布。地震后，水磨
镇搬迁了镇上所有的重工业，定位为集休
闲旅游为一体的羌寨小镇，如今，只有
300 户人家的水磨镇，楼阁、船檐、小青瓦、
淙淙的流水，清一色古朴典雅的川西民居，

错落有致、充满民族味的集市小镇。这一
切，是水磨镇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战胜困难
的勇气和毅力，付出心血的结果，更离不
开广东佛山援建队对水磨镇的大力支持，
也有程莉和她的同事们一同奋斗的艰辛。
程莉认为自己在汶川工作的最大收获
是丰富了自己的阅历，结交了许多“人生
导师”，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与基层群
众打交道、解决矛盾困难的智慧，提高了
自己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她认为，很多人没有进很好的学校，
甚至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们对社会的理
解和宽容，是值得自己学习的，而这些社
会生活的常识，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
谈到和她同龄人的发展，程莉说，她
的同学有的从事投资行业，有的在外企工
作，“收入不是衡量成败的因素，每个人
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职级不是成长成才的
唯一标准，实现自己的理想才最关键。”

融入水磨的点滴 有目共睹的成绩
程莉学的经济学，所以很善于用经济
学的方式方法来进行思维，她说，所有的
生活常识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环
境不一样，管理方式就不同；人不同，管
理的机制就不一样。
作为高学历知识女性，程莉的思维活
跃、思路清晰，她把前沿的观念带到民族
地区，把创新的思路融入到工作之中。
2012 年，她负责联系组织全县科级
以上主要领导干部赴清华大学参加了两期
专题培训班。积极推进“清华紫荆，花开
汶川”慰问演出及招商洽谈会。
在担任县博览事务局副局长期间，她
面对全新探索、正值朝阳的会展工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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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定机制、带队伍，率先邀请了国际
知名咨询公司，完成了国内首个县级会展
产业规划。
程莉善于探索，积极加强和佛山对口
援建、国家行政学院、四川博览局、成都
市博览局、全球人居环境论坛理事会、全
国会展研究会、清华大学等各地各单位的
密切联系与合作，借智借力，全面推进各
项工作。
程莉的身上虽然还能看出上海女孩特
有的气质，但已经与这里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每次洽谈工作时，她总是穿着当地的
服装，跟当地人交流，再难懂的当地方言
她也能听得明白。有时候，接待任务繁重，
她自己充当解说员。
当谈到她的理想的时候，她说只要热
爱生活，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从来都
没有为我自己的人生画下什么样既定的图
画，我一直都认为人就是应该去做心底最
想做的事，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未来是什
么样的结果，我不确定，也不想现在去费
心计算，现在要考虑的只是如何踏踏实实
干好当下的工作。”
“那你的父母呢？不担心女儿又在另
一个地方去受苦受累？”她很坦率地笑了
笑：“我的父母知道我从小就是不会被别人
的意志所左右的人，他们了解我只要有了想
干的事就一定会去干的性格，所以，即使再
担心，他们也放手让我干自己爱干的事。”
“父母从来没有来过水磨镇，今年我想
把他们接来看看。”“那他们喜欢这样的生
活吗？”“不会！”程莉肯定地回答，“父
母喜欢大城市的生活，不会喜欢这里，喜欢
不喜欢一个环境，是每个人的个人偏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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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母校的教育 终身受用的财富
“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成大
事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
直是清华大学弘扬的毕业生择业主旋律。
除了在学习期间积极参与学生工作锻
炼以外，程莉始终不忘自己所一直思考的
中国问题，并一直积极通过参与调研实践、
志愿服务来进一步了解国情。她说，自己
能获得大家的支持理解，与复旦、清华的
教育是分不开的。她曾担任清华大学研究
生会“财富论坛”总导演，做这些工作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她学习和成长的本领。
2011 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案
例中心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组成联
合调研组，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对口支援
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状况进行调研。联合调
研是为创作公共危机管理和公共领导力等
课程的教学案例，将在清华与哈佛的教学、
培训项目中使用，从而更好地通过案例教
学切实提高国内外领导者应对突发公共事
件的能力，并在国内国际范围大力传播中
国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所做出的卓越努力
与成功经验。程莉积极配合母校，完成了
这一调研任务。
她说，我非常感谢老师同学和朋友给
予我的帮助。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都跟自身
条件与成长环境有关，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去基层做最基础的工作，特别是政府部门。
我参加工作不久，喜欢就去做，没有顾忌，
因为那是我喜欢的一份职业。无论你有过
什么样的选择，有过什么样的道路，能让
自己立足的依然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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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水磨的成长 收获阅历的幸福
她说，当初重建水磨镇的时候，政府
已经有定论：“水磨镇的灾后重建不是建
几栋房子、修几条路，也不是简单地恢复
到略好于震前的水平，而是基于水磨镇的
历史和现状，顺应世界经济的规律和区域
经济发展的趋势，以优美生态为载体、以
民族文化为灵魂、以特色产业为支撑，构
筑现代产业模式，实现震后水磨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如今，这个愿望正在一
步步实现。
从 1949 年 到“5·12 地 震” 前， 国
家财政投到水磨总共不到 1 亿元，因为地
震，30 多亿元投向这个面积 88.44 平方公
里的山区小镇，一切便奇迹般地变化着。
水磨镇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各方重视。
政府先后完成了数百批次各级各地各领域
的领导来宾，包括江泽民、李长春、刘延
东，以及五七现场会、国际旅游节等重要
接待及活动，展现了汶川人民的风采，树
立了汶川的良好形象。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北美区前总干事、
联合国友好理事会主席努尔·布朗赞叹：
“水磨镇的灾后重建，是世界灾后重建的
灯塔。”2009 年 4 月，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
省长蒋巨峰到水磨视察，称赞汶川县二中、
老街风貌改造、春风阁等是灾后重建的“经
典杰作”。
程莉说：“我很高兴和我的同事们一
同见证水磨镇的发展。有一天，当你实实
在在地看到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
的时候，当你看到人们生活在富足的环境
中，你会感受到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是从
内心散发出来的，不带一丝矫揉造作。这

三年的苦辣酸甜、人生百态，都是我宝贵
的收获。”程莉很庆幸，尽管经历波动和
彷徨，但自己坚持下来了。
每当遇到纠纷时，程莉的微笑和诚恳
经常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她宽容、
温和、
大气，
在管理工作中游刃有余。在对外交流中的
热忱细心，充分展现了她独特的女性美。
程莉在水磨镇上倾注了她满腔的热爱，她
常说：“水磨镇的重建和发展有历史的机遇，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百姓过好日子。”
后记：和程莉坐在半山腰上的茶楼
里，吹着阵阵凉风，品着香茶，举目望
去是层叠的远山和清澈的江水。三月温暖
的阳光透过枝繁叶茂的树叶尽情地倾泻下
来，照在她的肩上。望着程莉年轻的面
容，听着她充满激情的声音以及她举手投
足间充满自信以及微翘的嘴角中流露出的
倔强的性格，我被她感染。创造者是美丽
的，她为水磨的发展努力尽着自己的一份
责任。
漫步在古镇上，周围的邻里乡亲都会
主动与她打招呼，那种自然和亲切感很是
融洽。看到一张纸片在地上，她很自然地
将纸片拾起，水磨镇已经融入到她点点滴

工作交流中的热忱细心，充分展现了程
莉（中）独特的女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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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的生活之中。
真心的付出，需要意志，需要勇气，
也需要大家的理解。高尚的人格应该得到
崇仰的目光；平凡的人格需要爱心、宽容
和鼓励。如今，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梦，而
程莉说自己的梦想是做好本职，一步一个
脚印，踏实走好每一步，就是自己想要的
人生。
是的，当有一天，我们的心不再被世
俗所包围，当每个人都不再以怀疑的目光
去审视身边的人，当我们每个人都不再只
想做一颗螺丝钉，而是发挥每个人全部的

智慧和能力，那么，我们的中国梦一定会
实现，也一定能实现！中国犹如一幅画卷，
每个人都画好自己的那一笔，承担那份职
责，这幅中国画就一定能够出彩，会越发
的自然和美丽。
程莉用所有的激情编织着青春的梦
想，用无悔的奋斗感染这风景如画的水磨
镇，她，值得我们尊敬。无论未来的路如
何，祝愿程莉的微笑永远灿烂，在美丽如
画的水磨镇尽情挥洒自己的人生画卷。
（四川校友会《天府清华人》编辑部
提供）

执着追逐，梦想就在前方
——记第二炮兵“导弹发射先锋连”指导员乐焰辉校友
○范

丽

乐焰辉，男，汉族，湖北通山人，
1983 年 10 月 出 生，2003 年 6 月 入 党。
2003 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国防生，2007
年毕业于清华航天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与
工程专业，同年参军入伍，现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二炮兵某旅发射三连政治指导
员，上尉军衔，所在连曾被中央军委授予
“导弹发射先锋连”荣誉称号。先后参加
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国庆首都阅兵、全军
战略战役集训等重大军事任务，亲自指挥
发射两发新型导弹，被评为全军优秀指挥
军官、第二炮兵用党的创新理论建连育人
先进个人、优秀“四会”政治教员、优秀
人才标兵、优秀基层主官、践行当代革命
军人核心价值观模范，荣立二等功 1 次，
三等功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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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

戈

乐焰辉，一名普普通通的清华国防毕
业生，毕业 6 年扎根基层作战连队，用自
己的自强不息和勇猛坚毅，实现了从一名
“稚嫩”新兵到“全军优秀指挥军官”的
完美蜕变，谱写着一曲热血青年执着追求
“强军”梦想的激昂乐章。

追梦，为梦想储能
13 岁时立志长大后要到导弹发射部
队当兵；高中时，站在讲台上高呼“我要
去当兵！我要去建设强大的国防，我不能
够让敌人这样侵略我们！”拿着清华录取
分数却不愿报考清华，而是把所有的军校
拿过来挨个选的乐焰辉，拥有的最初、也
是最坚定的就是从军、强军的信念。
得知清华国防生毕业后能去部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