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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教育是国企改革发展的“红
色引擎”，通过“红色引擎”驱动，努
力培育国企文化，能够有效地促进
国企持续做强做优，不断持续提升
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实现国有企
业的高质量发展。

1、党性教育是国企的“红色引擎”
国企改革发展要始终坚持以党

建统领全局、引领发展。党性教育作
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党在新
时期自觉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
要手段，是每一位党员提升党性修
养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转型发展
要加强党性教育，激发党员活力，启
动“红色引擎”。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特
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
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
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具有阶
级性、人民性、时代性。阶级性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最高的
纪律性和严密的组织性，严格要求
党员对党忠诚；人民性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宗旨意识，严格
要求党员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对人
民忠诚；时代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远保持先进
性与纯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

而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自觉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手
段，是共产党员提升党性修养的重
要手段。新时期开展党性教育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党性教育，使
全体党员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党性教育，严
明组织纪律和规矩，增强党员队伍
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通过党
性教育，推进党的作风和廉政建设，
培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
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党员干
部，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正心
修身的必修课，是党员立身、立业、
立言、立德的基石。注重党性教育，
是我们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良传
统，新形势下要结合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以及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型
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建设规律审视
和把握党性教育的主要内容，要突
出理想信念教育、夯实思想建党的
强基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学习教育，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

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章和党
风党纪学习教育，巩固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扎实开展好“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尊崇党章、维护
党章，遵守党纪，肃正党风成为每个
党员自觉行动；要注重道德品行教
育，把道德品行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2、党性教育事关高质量发展
为更好地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有企业一
定要全面落实“四个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国有企业首要的就是要加
强党性教育，建立高品质企业文化、
引领业务发展、不断提升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

首先，要凝神聚力，增强服务国
家建设能力。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
的主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国有企业
承担着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为股
东创造更大价值，为员工搭建广阔
的发展平台，为社会承担全面的企
业公民责任。

当前社会上部分企业，单纯片
面追求提升企业绩效和“文化力”，
强调政治性的党建便被忽视：出现
了弱化“奉献”精神，以“绩效”体
现人的价值；弱化“忠诚”，以“奖
金” 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以
“人性”管理逐步取代了“党性”要
求等问题，就会出现业务发展、企业
文化与党建“三张皮”现象，党建工
作特别是党性教育严重弱化，党对
企业的领导力缺失严重已成为亟待
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目前，国有企业处于转型发展
的关键阶段，将党性教育纳入企业
文化培育，使企业保持正确的政治
导向，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
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调动广大
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才能正视自己的痛点，弥补企业
发展的短板，坚定不移地把国有企
业做强做优，切实增强服务国家建
设能力，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
决策部署的中坚力量，成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
量，成为实施走出去、“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
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其次，激发活力，提升国有企业市
场竞争力。国有企业转型发展正朝着
始终走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前列，成
为世界一流强企的目标奋斗，国企深
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激励约束机制到
位、运营效率提高。使生产效率和服务

水平高质量提高，增加了经营效益和
市场竞争力。

党性教育主导的企业文化，一
是可引领国企广大党员和员工，研
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各项工作措
施，努力推进转型发展。在机构设
置、责权利分配、激励机制等方面向
先进生产力靠拢，加快向最具价值
创造力的现代企业前进，让国有企
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代表先进生产力
的典范。二是可牢固树立时时敬业，
处处真诚，事事严谨，人人争优的思
想，才能兢兢业业地干好国企的事业，
才能有敢于伸张正义，勇于向一切违
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浩然正气，坚持
原则，努力维护国有企业的利益。

其三，依靠“红色引擎”，驱动
抵制腐朽思想。扩大开放，资本主义
价值观念、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
式也会乘隙而入，受某些消极因素
和腐败现象影响，国企有些同志比
高薪要待遇，一些党员干部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热衷 “吃喝”文
化。作为国企员工，要在市场经济的
大潮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经得起各种诱惑的考验，必须加强
党性教育。

将党性教育纳入企业文化培训，
有助于在业务发展中，保持定力，强
化企业党员的党性观念，带领员工不
迷失方向，不动摇精神支柱，才能在
各种不良现象的诱惑面前不丧失理
智、不解除武装，真正做到拒腐防变，
使员工谨记贪欲、失德、腐败必然给
自己、亲人和国企带来耻辱。

3、为国企发展点燃 “红色引
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以党性教育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本管理为核
心，以学习创新为动力，以构建全员
共同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自觉行动
为根本任务，借鉴国内外先进企业文
化管理经验，着力建设具有鲜明时代
特征、与转型发展战略相适应、与企
业和员工共同发展需求相一致的企
业文化，为实现国有企业战略目标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一
些有代表性的国有企业业已形成了
“诚实、公正、稳健、创造”的核心价
值观和“打造国际一流集团”的战略
愿景，并正在努力转化为全体员工的
自觉行动，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动力源泉。

当前国企深化改革转型发展，要
与“红色引擎”深度融合，加强党性
教育，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培育活动，
为国企发展提供坚强政治思想保障。
为此，提出将党性教育纳入企业文化
建设措施建议如下：

第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树立

核心价值观，促进企业发展。坚持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坚持
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同部署同落
实，特别是将党性教育融入到公司
治理、内部改革、转型发展等重大工
作中。国企各级党委应将党建、企业
文化和经营主业同频共振、统筹谋
划、统一部署。党建、企业文化和经
营部门统一行动，协同作业，形成强
大的工作合力，共同推进企业的转
型和发展。

以党性教育形成切实担当文
化，突出党组织核心领导地位和作
用。加强党性教育，筑牢理想信念，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勇于担当，切实肩
负起开创国企业务发展新局面的重
任。

第二，加强党性教育，弘扬实干
精神，充实转型文化内容。坚持发挥
国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的政治
核心作用，以党委中心组学习、“三
会一课”、“党员之家”、党日活动、
党建专题培训班等为主要平台，全
面开展党性教育活动，进一步培育
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先锋性和纯洁
性。以党性教育引领企业文化，把思
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
合起来，以企业文化示范点、五一劳
动奖章、职工之家、青年文明号等为
载体，把员工的思想信念、精神动力
和价值追求凝聚到转型发展上，统
一转型思想，强化转型意识，坚定改
革发展信心，开创转型新局面。

第三，加强党建工作，突出党性
教育，完善制度文化。加强党的领
导，完善公司治理。充分发挥党委在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
核心作用，保证公司治理体系高效
运转。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各级领导
班子文化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
制，规范议事决策规则。加强和改进
党内政治生活规范性要求。坚持双
重组织生活，开展党员民主评议。

强化组织建设，坚持从严管理
干部文化。坚持严格标准、严格培
养、严格程序、严格调控，提高党员
发展质量，保持党员队伍纯洁性。深
化“四风”治理，改进作风文化。驰
而不息狠抓作风建设，不断改进思
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文风会风，
切实推动企业作风持续好转。

第四，发挥党性教育作用，带动
基层全员参与，全面推进转型文化。
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深入推进基层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围绕改革发展改进
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能力。加大基层
党支部活动阵地建设投入力度，实
现全覆盖、求实效、受欢迎。

孙兆东

以“红色引擎”驱动国企高质量发展

最近看到一则故事，颇受启发。有
位船长，在一次返航途中遭遇风暴。眼
看轮船就要被风浪吞没，他果断下
令打开空货轮的舱门，让海水灌注
船舱的 1/3 空间。出乎很多船员意
料，货轮竟渐渐恢复了平稳。

原来，没有负重的“空船”最危
险。增加重量能保证一定的吃水深
度，从而提高航行的稳定性。压舱的
这一道理，同样也适用于人生。正所
谓“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
飘”，一个人如果没什么压力，每天
都做一些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工
作，那么就会处于相对漂浮的状态：
看似过得快乐、没有烦恼，实则限制
了个人发展与成长的可能性。“只长
岁数，不长心智”，便是无压环境带
来的后果。

因此，让承压成为一种习惯，使
自己保持一定的压力感，有助于增
强精神硬度，提升个人能力。在里约
奥运会半决赛艰难战胜荷兰队后，
女排主教练郎平坦言，“我们真是一
分一分地顶，咬着牙地顶，杀出一条
血路来”。面对外界的质疑与不屑，
面对对战世界顶级强队的巨大压
力，如果没有“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
土，依然目光坚定” 的倔强，没有
“人生不是一定会赢，而是努力去
赢”的执着，中国女排就不可能再次
登上奥运之巅。可见，和压力对抗的
过程，往往也是在进一步激发个人
潜能、形塑坚强内心。压力本身孕育
着变化，每个人都有机会从中找到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方法。

拥抱压力，是形成自信的重要途

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
都必须和压力正面纠缠。事实上，学
会和压力愉快相处，也是应当具备的
生活学问。心理学家认为，压力其实
是内心冲突和相伴而生的强烈情绪
体验，虽然无法改变，但可以调节、转
移、释放。换句话说，压力本身无害，
只要驾驭得当，完全可以借力得力，
为继续前进蓄积能量。既敢于直面压
力，又善于巧妙化解压力，以灵活、乐
观的心态对待一切，就能让人生之路
越走越宽广。

很多时候，经历痛苦的收获，并
非来自压力或创伤事件本身，而是
“来自困境唤醒的力量，来自化艰难
为意义的人类自然本能”。从这个角
度来看，体验压力不仅仅是生命必须
承受的困扰，更是赋予生活更多价值

和意义的重要环节。有位作家自幼失
明、失聪。然而，生理缺陷并没有阻碍
她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而激发了她
誓与命运抗争的动力，促使她坚持用
爱心拥抱世界，于黑暗中不断寻找光
明。“松弛的琴弦，永远奏不出美妙的
乐曲”。在挑战中磨砺，在逆境中成
长，那么命运的给予，总会超出你的想
象。

有学者统计发现，经历中等水平
苦难的人，抑郁风险最低，健康问题最
少，生活满意度最高。这从一个侧面说
明，只要应对有度，困难能够增强韧
性，压力可以激发成长。人生在世，如
同船行江海；在心底适当装填几块
“压舱石”，人生之舟才能满载星辉、
行稳致远。

尹立成

在心底装几块“压舱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
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
力显著增强，但仍存在大而不强问题。当
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尤其需要传承和培育工匠精
神。

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的精神。工匠精神不仅表现为注
重细节、精雕细琢、追求完美，而且包括与
时俱进、勇于创新。从工业化历史进程看，
几乎每一次引起产业变革的创新创造都离
不开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催生着各行各业
的探索者和发明家，推动科学技术和工业
制造融合发展。在我国，工匠精神源远流
长，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众多奇迹。可以
说，工匠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
精神动力之一。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
冲击下，一些地方和企业存在急功近利心
理，忽视了工匠精神。实现高质量发展，必
须大力传承和培育工匠精神。

传承和培育工匠精神关键在于树立匠
心。树立匠心，既要弘扬优良传统，又要紧
跟时代步伐、勇于开拓创新。一方面，加强
宣传教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
养，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引导全社会
深刻认识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意
义，大力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的社会价值观，尊重一线员工
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形成推崇工匠精
神的良好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完善制度机
制。比如，可以建立健全评价机制，设立与
工匠精神有关的奖项，评选奖励优秀一线

员工和专业技术人员，引导人们在工作中
精益求精。

传承和培育工匠精神基础在于培育
技能人才。广大技能人才是工匠精神的主
要传承者、实践者、创新者。近年来，随着
职业技能培训事业快速发展，我国技能人
才队伍不断壮大，但仍存在总量不足、结
构有待优化等问题。培养壮大技能人才队
伍，一方面要转变社会观念，提高技能人
才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要建
立健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发展高水平的
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实行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的技能人才培育方式。企业应建立标
准化、系统化的培训体系，为一线员工和
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切实
提高其职业技能；将工匠文化作为企业文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激发员工钻研生产技
艺、不断创新创造的积极性，让更多的大
国工匠脱颖而出。

传承和培育工匠精神目的在于打造
精品。只有打造更多优质产品、塑造更多
中国品牌，中国制造业才能实现品质革
命、跻身世界前列。打造精品不是简单的
技术和管理问题，而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
的系统工程。应当认识到，一切物质产品
归根结底都是由人的双手创造的，任何一
件精品的诞生都蕴含着严谨认真、精益求
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打造精品，需要
注重改进制造工艺、提升管理水平，更需
要一线员工和专业技术人员强化责任意
识和职业操守，不断提升专业技能。应引
导鼓励员工树立成为“中国工匠”的职业
理想，将工匠精神体现到一件件精品上，
在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中成就
自己的精彩人生。 杨建新

大力传承和培育工匠精神

在企业文化的再建设中，认识企业文
化在落地时的困局，能够更有效地选择、
利用工具，进行企业文化的落地实施。企
业文化落地的困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1、不能全面理清企业文化传播的对象
很多企业对企业文化传播和影响的对

象仅仅作用于对内部员工的培训，而且也
没有根据内部员工的职责与文化宣导的重
点方向加以区别。更没有认识到企业文化
的媒介、品牌作用；没有将产业链的上下游
与合作伙伴加以影响；没有对以消费者或
客户及政府公共关系的社会层面实施文化
营销和文化公关。

一句话总结，文化的落地面小了，格局
低了，没有起到文化熏陶员工、吸引伙伴、
实施公关的系统作用。而这一作用不仅是
实际存在的，用好了更是能为企业获得良
好的推广作用，正如华为任正非借助《华
为基本法》开展文化活动，通过媒体、图书
等传播方式，为华为在对外合作、政府公关
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用不全企业文化落地的工具
企业文化落地需要各类落地的工具，

常见的有企业文化大纲、企业文化读本及
案例以及行为规范等文件类工具。对于如
何将这些文件类的工具进一步的落地实
施，缺乏二级工具的编制和使用。因此，很
多企业在做企业文化落地时常犯的错误，

是将文化文艺活动等同于文化落地活动，
流于表面。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使命、愿
景和核心价值观以及经营理念和管理理
念不能够直接落地。

用好文化落地工具非常重要。如针对
高管的“务虚会”；针对有些企业倡导的
社会责任，帮助组建“义工团”、“爱心基
金”等，这些有针对性的工具将文化大纲
中的愿景、使命、核心价值观及各部门的
经营理念作为落地内容和指导方向，将文
化读本及案例根据内容运用到工具中去，
使之活化，用受众对象易于接受的方式，
使之认知、感知、入脑、入心，并有一致的
行为，达到文化宣导的目的。

3、选不好文化落地的实施步骤
企业在进行文化落地的活动中，不能

选择好落地的步骤，造成了三方面问题。
一是不能突出重点，将举办文化活动

当作文化落地的全面活动，全面动员，声
势浩大，不能形成 “企业文化的铁血团
队”，不能够起到带头作用。

二是不能持续跟进，大搞一阵风，造
成文化成了“宣传活动”，不能持续予以
熏陶，文化常年讲，不停顿地灌输宗旨得
不到贯彻。

三是理不清宣传灌输的系统对象和理
不全落地工具，无法做好系统性和工具性
的最佳搭配，起不到系统宣贯的效果。

贾奕琛

如何走出“文化落地难”的怪圈？

铜陵有色股份凤凰山矿业有限公
司离休干部刘海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 11 时 09 分在铜
陵市立医院逝世，享年 91岁。

刘海深同志 1927 年 2 月出生于河
北省丰润县白官屯镇小谷庄，1944 年 1
月参加工作。1946 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生前历任冀东军分区十三团九连战
士，十四分区警卫一团副排长，第四野
战军补训三师九团一连副指导员，广西
军区教导团警卫连指导员，东海舰队六
支队开封舰政委，东海舰队政文大队一
中队指导员，有色凤凰山矿工会副主

席。1981 年 3月离休。
刘海深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

民，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在几
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
诚，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风严
谨，一丝不苟，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
和责任感，为凤矿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刘海深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于
2018 年 7月 13日上午 7时 50分在市
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股份凤凰山矿业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12日

刘海深同志逝世

清朝康熙年间，天门山村庄盛氏盛
日旭家生了一个小孩叫盛嘉祐，他8岁
就在天门山下的《梵天寺》读书，传说一
日到茅缸（厕所）棚去小便，刚到门口，
忽然听到有两个人在茅缸棚里说话：这
一个说：“进士来了。” 那一个说：“不
对！是盛大人来了。”这一个说：“我还不
知道吗，盛嘉祐将来是‘甲榜进士’。”那
一个说：“这事我比你更清楚，他是天门
燕窝形活龙脉出的，你知道吗？天门山村
庄的大门相可是明朝的军师刘佰温看
的，叫做‘脚踏金钱石，门对元宝山’，今
后能出大人物。盛嘉祐以后要升到御史，
比进士功名高得多。”盛嘉祐听到了这些
话就到茅缸棚里一看，连个人影子也没
有，他觉得好奇，回家后就将听到的话告
诉了母亲，他母亲心里明白，他怕儿子在
外面乱说，招来麻烦，就对儿子说：“好孩
子，你不要听信鬼话，今后不许在外面乱
说，好好念书才是。”儿子点头答应。

从天门山村庄到梵天寺念书，每天都
要路过梵天泉流下来的小河流，洪水季节
汹涌湍急，而他回到家时鞋子都不湿。

母亲问：“嘉祐，大水时，石桥淹了你
是怎么过来的？如摸水可要小心，最好几个
人一阵（起），可不要一个人摸水。”

“母亲你放心，每次大水时，小石
桥被淹，就有一位老人背我过去，又背
我过来，不要摸水的。” 盛嘉祐实话
实说。

“喔，你认得他吗？”母亲疑惑的问。
盛嘉祐说：“我不认得，可他却认得我，老
远的就喊我名字，他说背我过河。”

母亲说：“那你没有问他叫什么名
字吗？”

盛嘉祐说：“我问了，可他总是说：
‘我岁数大了，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
了’。”

盛嘉祐的母亲听儿子说了两件事以
后，也觉得有点怪，从此她对儿子的行踪
就留意观察。结果，她发现了更奇怪的
事。儿子晚上出去玩时，前面有四只灯笼
引路，后面有四只灯笼跟随。观察了一段
时间后，又有了新变化，近几日晚上出去
前面只有两只灯笼引路，后面只有两只
灯笼跟随了。因此她觉得其中定有问题，

一日盛嘉祐放学回来，她把嘉祐叫到身边问：“你
最近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盛嘉祐吃惊地说：“没有呀，我没有做
什么坏事嘛。”

母亲提醒说：“你好好想一想，到底做了什么
事，或是听到什么事，看到什么事。”

盛嘉祐见母亲特别严肃地问，心里有
点害怕，就认真地想来想去，喔，想起来了，
他对母亲说：“有一天上学去，在三叉路口，
看到那里围了十几个人，我也好奇地挤进
去一看，原来是有一个人在替人家写‘休
书’，而那个人有一个字怎么也写不起来，
我就告诉他那个字怎么写，然后离开上学
去了。”

母亲叹息说：“这就是了，孩子，你还
小，不懂事，代写休书的事只有孤独老人才
愿意写，有子女的人和没长大的人是不能
写的，告诉你，不管怎么样你也得把那个字
去掉，而且还得用舌头将那个字舔掉，不然
有损你的前途。”

盛嘉祐听了，心里还真有点害怕，好在
那家离此不远，他马上就到了那家对那人
说：“对不起，我那天说的一个字不对，你拿

出来我再改一下。”
巧在那人请人写好了休书以后，心里

一直很矛盾，没有下决心休妻，听盛嘉祐这
么一说，就把休书拿出来交给他，盛嘉祐就
用舌头尖将那个字舔掉了。从此，晚上出去
又恢复了前四个灯笼引路，后四个灯笼跟
随。

盛嘉祐念书十分刻苦，加上天资聪明，学
业进步很快，后来考取了功名，官至“浙江道监
察御史，”当地人称“天门御史”。他的母亲也
被皇上封为“诰命夫人”。

据《盛氏宗谱》记载，清乾隆年间对盛
嘉祐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父母分别颁发了
三道圣旨。

第一道圣旨是皇清乾隆三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盛嘉祐当时是户部湖广司额
外主事加一级之职。祖父盛琯恩赐为奉直
大夫，祖母陈氏恩赐为宜人。

第二道圣旨是皇清乾隆四十五年正月
初一日。盛嘉祐当时是户部四川司主事加
三级之职。曾祖父盛一绶恩赐为朝议大夫，
曾祖母恩赐为恭人。

第三道圣旨是皇清乾隆五十年正月初

一日。盛嘉祐当时是浙江道监察御史加二
级之职。父亲盛日旭恩赐为朝议大夫，母亲
江素娴恩赐为恭人。

乾隆五十一年春，浙江道监察御史盛
嘉祐告假还乡祭祖，事毕，正在与家里人谈
论天下趣闻，忽然有人来报，有位县老爷打
此路过，坐在轿内，还鸣锣开道。

御史听了心中不悦，一个七品知县路
过此地，也不来拜见，胆子的确不小，就对
侄儿说：“四侄，你喊几个人拦住知县，叫他
速来见我。”四侄见御史小叔发了话，也神
气起来，就喊了几个人一路小跑追上了县
老爷的官轿，吵吵嚷嚷叫县老爷下轿回头，
说是御史大人有请。

原来这位县老爷刚刚到任没几天，不知
当地情况 ，见有人拦住他的轿子，还说御史
大人有请，他以为是当地刁民，正准备命衙役
抓他们，旁边的师爷赶忙在县老爷耳边说了
几句，县老爷脸色惊得发白，幸亏师爷及时提
醒，不然这小小的芝麻官非丢掉不可。于是他
赶忙出桥随御史的四侄等人一道来到天门村
庄。他边走边看，见此山形，如燕子展翅飞翔，
整个村庄座落在燕窝里，的确是个出人的宝

地。
见了御史，知县行了大礼。御史则气愤

地责怪说：“大胆知县，到了此地为何不速
来拜见本官？”

县老爷说：“御史大人，卑职刚刚到任
不久，今天是下来体察民情，实不知大人在
此，再说此处又无官道进村，如大人见谅，
卑职回衙后即刻上报，拨官银让民夫修一
条大道，铺起石板路面，今后大人行走也就
方便得多了。”

御史听了，觉得有理，这样做也为本村
庄人争了光，做了好事，便赞许的说：“有劳
知县操心。”

时隔不久，民夫就按知县的意图修了
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可御史做梦也没
有想到，从那以后，这个村庄里再也没有出
大人物。

原来那位知县精通风水，当时见御史盛
气凌人，心中有气，可官大压死人，他不敢明
抗，只好暗斗，借以修路为名，实则治死风水宝
地。本来一条活山脉“飞燕”，被县老爷派人巧
妙地修了一条石板路“白蛇”，这就是后来人
们传说的“白蛇吞燕”。

监察御史盛嘉祐传说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