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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见习记者 梁原
李重谦 实习生 莫子薇

翠绿的农田， 干净的街道， 一幢
幢民居掩映在青山绿水中 ,还有文娱
设施一应俱全， 烈日下的长沙县开慧
镇碧空如洗， 瓜果飘香， 徜徉其间，
犹如世外桃源。 再往里走， 开慧镇文
旅融合服务中心里 ， 23 岁的徐佶正
坐在乡村振兴惠农直播间推介开慧
湘绣扇。

徐佶是 “磐石 ” 青年团队负责
人， 这支平均年龄 23 岁的团队由大
学毕业生、 退伍军人组成， 成员来自
五湖四海。 “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都离
不开年轻人。” 徐佶告诉记者， 这是
他们集结于革命烈士家乡的原因， 即
用青春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我 2021 年 3 月来到开慧镇 ，
做一些景区讲解工作， 讲着讲着发现
开慧烈士的革命事迹震撼并鼓舞了
我， 毕业后便决定留下来， 希望能把
‘骄杨精神’ 讲给更多人听， 也为烈
士家乡的乡村振兴发展贡献一份力
量。” 徐佶说， 团队名 “磐石” 寓意
“坚如磐石， 扎根乡村”。

这一年多时间来， 磐石团队在镇
上做讲解、 带活动， 规划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 开发研学活动、 文旅产品、
乡村旅游项目等， 吸引了众多游客，
镇上的民宿生意也随之火爆， 村民们
还做起了电商， 团队任何人只要有空
就会帮忙直播 “带货”。

让徐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为杨开
慧烈士陵园建设了仪仗礼兵。 当时初来

乍到， 他们不好意思告诉镇里的人想做这
件事， 便趁着晚上 9 时后偷偷练习。 花
篮怎么抬起、 脚步怎么迈出、 现场如何
摆放……他们一点一点抠细节， 手磨破
无数回， 头上的汗擦了一遍又一遍。

去年清明节， 杨开慧烈士陵园举
行第一次敬献花篮仪式， 成功后的徐
佶与团队成员抱在一起， 他说， 从那
以后，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住他们了。

开慧红色文旅的火热， 带动了一
批文旅产业项目蓬勃发展 。 徐佶介
绍， 镇上有位革叔烧得一手好菜， 在
开慧村 “共享厨房” 里兼职做饭， 当
革叔第一次收到工资时， 嘴角藏不住
的开心。 “我当时跟他打招呼说先走
了， 革叔都没听见， 坐在楼梯间继续

数钱。” 回忆起这件事， 徐佶黝黑的
面庞上露出了两排大白牙。 他继续说
道： “后来革叔发了一条短信给我，
说很感谢我们做了这么多事， 革叔是
个讲义气的人 ， 以后也不会亏待我
们 。” 革叔朴实的话语如一股暖流 ，
让这个来自吉林的小伙儿更加坚定
“坚如磐石， 扎根乡村” 的想法。

“坚持很难， 但坚持下去一定很
酷。 既然留下来， 便要扎稳根、 做成
事。” 徐佶说， 磐石团队最初有 30 多
人 ， 来来回回到现在留下的还剩 6
人。 他们勇于创新、 优化服务， 为乡
村发展建言献策，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绽放着青年人的异彩。

“我现在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更要带头冲锋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
激活烈士故里新动能 。” 徐佶希望 ，
他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让村民真正受
益， 让当地文旅企业能够降本增效，
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乡村振兴， 青年先行。 徐佶信心
满满： “我认为， 心中有理想， 脚下
有方向是当代青年应该有的样子。 我
们青春奋斗的身影并不孤单， 用坚韧
的毅力、 不屈的精神行走在这片希望
的田野上， 我们就是新青年。”

本报讯 （通讯员 栗稳 邓文慧）
“大热天喝一口冰水太舒服了！” 7 月
30 日上午 10 时， 热浪袭人， 在长沙
县泉塘街道三景韦尔斯利酒店门口，
快递小哥李明停下电动车， 打开 “爱
心冰柜”， 拿了一瓶冰水， 一饮而尽，
瞬间感觉透心凉。

近段时间以来， 长沙持续高温天气，
酷暑难当， 最高气温高达 40℃， 考验着
坚守在户外一线的劳动者。 最近， 在
长沙县泉塘街道东四路与盼盼路交
会处的三景韦尔斯利酒店前放置了一
台 “爱心冰柜”， 里面放满了矿泉水。

原来， 这个 “爱心冰柜” 是三景韦
尔斯利酒店于 7月中旬投放的， 无人看
管， 冰箱上张贴着 “免费自取”， 环卫工
人、 快递小哥、 交警、 城市管理人员等
户外工作者均可以免费自取饮用。

“天气太热了， 我每天在这一带
清扫马路， 这个 ‘爱心冰柜’ 真的让
我们感觉特别清凉！” 当天中午， 环
卫工人杨孝明完成上午的清扫后， 从
“爱心冰箱” 拿了一瓶矿泉水。 杨孝
明表示， 出门带着水， 但放在电动车
上水的温度随着气温不断升高， 有时
甚至烫嘴 ， 有了这个 “爱心冰柜 ”

后， 每天都感受到清凉和关爱。
由于天气炎热， 冰柜中的矿泉水

消耗很快 。 “冰柜一次可以存放 240
瓶水， 每天基本可以取用完。 我们每天
有专人来检查， 及时补充， 保障持续供
应， 确保户外劳动者来了不跑空。” 酒
店工作人员李文若介绍， “看到户外
劳动者来拿水， 我们也会请他们到酒
店大厅来歇歇脚， 吹吹空调。 通过发
起这些行动， 向户外劳动者致敬！”

“‘爱心冰柜’ 设置的这个位置处
在交通繁华路口， 是环卫工人、 外卖小
哥、 交警等工作比较集中的区域， 酒店

当初提出要设立冰柜时， 我们非常支
持， 并经常安排网格员、 党员志愿者
来这个点查看， 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好
爱心服务。” 泉旭社区负责人介绍。

“‘爱心冰柜 ’ 是清凉补给站 ，
更是城市文明补给站。 设立 ‘爱心冰
柜’ 给高温下的劳动者带去清凉和便
利，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泉塘温度 。”
泉塘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以
党建引领， 推动公益活动的开展， 广
泛动员辖区商家、 企业、 爱心人士参
与到志愿服务中， 让文明、 公益的力
量润物无声。

青年创业者徐佶： 坚如磐石， 扎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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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心中有理
想， 脚下有方向是当代青
年应该有的样子。 我们青
春奋斗的身影并不孤单，
用坚韧的毅力、 不屈的精
神行走在这片希望的田野
上， 我们就是新青年。”

———“磐石” 青年团队
负责人徐佶

长沙县泉塘街道“爱心冰柜” 让户外劳动者“清凉一夏”

徐佶在乡村振兴惠农直播间推介开慧湘绣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