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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种形式宣传英模，使先进典型深入人心。

德善张骞封侯地
大美方城好人多

——河南省方城县好人群体现象剖析
□记者 郭启朝 通讯员 张中坡 文图

核心提示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民创造一方文化，一方文化铸就一方文明。
河南省方城县是西汉武帝时持节不失、忠诚报国、
“凿空”西域、开拓丝路的使圣张骞的封侯地。时代不同，但精神相通、一脉相
承。当前，全体共产党员正在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通过学习，特别是学习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不仅可以发挥正面典
型的激励作用，而且可以从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中接受教育、汲取力量，进而营造“人心思进、全民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近年来，方城县秉承厚重文化基因，彰显英雄先贤精神，响亮地提出、实施政治引领、党建引领、创新引领、规划引领、示范引领
“五大引领”，靠典型凝心聚力，用事迹成风化人，发现、培养、选树、宣传、发酵了一批先进典型，如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郭春鹏、全国
三八红旗手徐运芝、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于松昌、三入火海救人英雄王锋等，均在全国范围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了发人深思、
催人奋进，具有强烈时代感召力、深远影响力的“方城好人现象”。

好人群涌 时代新风

文化厚重 贤人辈出
独特的地理环境，厚重的历
史文化，名人贤士辈出的文化传
统，为“方城好人现象”的出现奠
定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方城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
南阳盆地东北缘，
“二龙戏珠”
（伏牛、桐柏两山在此交会形成
方城垭口）、
“ 三水润墨”
（长江、
淮河、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三道水
脉浸润着黄石名砚）的独特自然
风物，孕育了这方古老神奇的灵
山秀水。
灵山秀水又孕育了这一方
厚重的历史文化。这里处于中
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接地带，
考古发现迄今已有 7000 多年的
文明史。
“ 方城”之名，源自春秋
时期的楚方城。方城自战国时
期设县，至今已 2500 年之久，可
谓千年古县。这里是丝绸之路
重要节点、古缯国遗址、中华曾
氏祖根地、楚长城发祥地、岩书
岩画之乡和三国古战场。方城

就像一部厚重的史书，蕴涵和诠
释了方城文明传承和辉煌成就
的文化基因，印证和昭示了方城
人自强不息、创新发展的人文精
神。
厚重文化孕育英雄贤人。
方城县自古就是一块英雄辈出
的土地，从天生神异、精勤思考、
擅长发明的曲烈，到执法公正、
赢得“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美誉的法圣张释之，三出西域、
历经艰险、凿空西域、封侯博望
的使圣张骞，民族英雄吴阿衡，
直到近现代的开国将军栗在山、
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无不流贯
着英雄血脉和英雄气概。他们
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展示了
自己的才华，作出了历史性的贡
献。他们在成就了自己、成就了
历史的同时，也在影响、熏陶和
带动着一代代方城人传承、弘扬
着他们的壮举和精神。

五大引领 引领导向
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在县
域工作的各项重点领域发挥导
向引领作用，
形成风清气正、奋发
有为的创业氛围，
为
“方城好人现
象”
的出现营造了现实环境。
在多年来的工作实践中，方
城县创造性地总结、实施了政治
引领、党建引领、创新引领、规划
引领、示范引领“五大引领”的施
政理念。坚持政治引领，将其作
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前提，把
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到经济社会
发 展 的 主 战 场 ，营 造 了 心 齐 气
顺、风正劲足的发展氛围，放大
了“比学赶帮超”效应，形成了党
员干部奋发有为、企业家队伍实
干兴业、各类人才建功立业、社
会各界服务创业的生动局面。
坚持党建引领，将其作为做
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充分发
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此确
保发展开路、稳定保障、治理完
善、全面小康，使党的各项路线、
方针、政策在方城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坚持创新引领，将其作为做
好各项工作的破题之举，在继承
中创新，在创新中完善，在完善
中提升，从“统筹三化协调、推
进四化同步”上创新，从“持续
发展气势、保持上升态势”上创

新 ，从“ 对 照 上 级 精 神、落实决
策部署”上创新，走出了具有方
城特色的发展路子，厚植了持续
求进的根基。
坚持规划引领，将其作为做
好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发挥规
划统领全局、指导实践的基础性
作用，在城乡建设等各项重点工
作和各地各部门的整体工作上，
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和统筹规划，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
着一任干”，避免资源和力量浪
费，推动各个层面、各级组织运
转更加高效、配合更加默契、工
作更加协调，实现了“二线变一
线、一线到火线、不分一二线、都
在最前线”的强大合力。
坚持示范引领，将其作为凝
聚正能量的重要方法，推出全国
岗位学雷锋标兵郭春鹏、全国三
八红旗手徐运芝、全国科普惠农
兴村带头人于松昌、三入火海救
人英雄王锋和百名劳模、爱心粥
棚、杨楼法庭、十大孝星、十佳公
仆、十佳师德标兵、十大杰出青
年等英模群体，引领全社会形成
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各级党
员 干 部 始 终 保 持“ 自 身 以 能 树
威、对下以德服人”，以“正导向”
来“立规矩”，以“正能量”来“去
杂音”，示范带动，以上率下，使
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
之一振。

优秀历史文化的沉积，正向正能的积极引领，使方城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先
进典型人物，
唱响了一曲
“崇尚好人、崇拜英雄、见贤思齐、向上向善”
的大合唱。
2015 年以来，方城县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共产党员典型，屡屡被各级媒体关
注和报道：
实际困难，带领群众发展黄金梨、致富奔小
康。这是该县基层党支部书记中的典型代
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情”字，对群众
的情，对发展产业的情，对五保老人的情，对
丈夫的情……
方城县科协干部、共产党员、全国科普
惠农兴村带头人、
河南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农
民育种专家于松昌，扎根基层、潜心研究、创
新实干，
克服各种困难，
始终坚持在育种一线，
取得成果丰硕。这是该县农业科技战线中的
典型代表，
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
“实”
字，
谋
事实，
创业实，
做人实……
方城县广阳镇古城村青年、
“中国网事·
感动 2016”第二季度十大网络人物、荣获
“第三届全国 119 消防奖”和河南省最美消
防人的王锋，面对无情的大火，三度勇闯火
河南省最美
“村官”
徐运芝在指导村民修剪果树
海，先后救出 24 人，创造了同楼租户除自己
方城县杨楼镇第一中心小学教师、优秀
被重度烧伤、被烧成“炭人”外无一人伤亡的
共产党员、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先进
奇迹。王锋的英勇事迹在全社会引起爱心
工作者、河南省最美教师郭春鹏，17 年任教
如潮，形成让人感动、感叹的爱心互动效应，
山乡小学，身残志坚、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但在全力救治 136 天后，在北京不幸离世。
大爱无边。这是该县教师队伍中的典型代
王锋毫无畏惧、挺身而出、舍身救人、舍生取
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爱”字，对学生
义、义薄云天的壮举，感动了南阳，感动了河
的爱，对教师职业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女儿
南，感动了全中国，为“方城好人”、
“南阳好
的爱……
人”、
“河南好人”、
“中国好人”群体形象增添
方城县博望镇前荒村党支部书记、优秀
了温暖而亮丽的一笔。王锋身上，体现着亲
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河南省最美“村
情、责任、大爱相结合的仁义形象，是方城普
官”徐运芝，三十年扎根农村，事不避难、忠
通群众中在关键时刻勇于担当、奋勇前行、
诚担当、勤政务实、清正廉洁，帮助群众解决
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优秀典范。

这些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得到了中
央、省、市领导的关怀和批示，并在广大党员
干部中掀起学习热潮。方城县委除下发开
展学习典型人物先进事迹活动决定、举办先
进事迹报告会、深度挖掘典型人物精神外，
县委书记褚清黎还带头撰写学习理论文章，
促使学习先进、忠诚担当、敬业奉献、人心向
善、人心思进在方城蔚然成风。
褚清黎对方城县集中涌现出这么多正
能量的先进党员典型，有着他的独到思考和
认知。他说：
“ 我们县出现的郭春鹏、徐运

芝、于松昌、王锋等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共产
党员典型，都有一个长期积淀、孕育、成长、
发现、宣传、发酵的过程，而且还要不断地发
酵下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成风化人，凝心
聚力，切实形成推动全县实现小康社会的强
大合力。”
近 5 年来，
方城县涌现先进人物、先进群
体30余个，
获得市级以上集体荣誉100多项，
呈现出数量众多、
涵盖面宽、
层出不穷的特点，
成为引领示范全县风尚的
“精神旗帜”
和社会
事业前进的导航标。

全民向善 人心思进
方城县这种好人现象的涌现，在社会各
界引起巨大反响，县域内外竞相学习。这些
典型的事迹在扩散，影响力在发酵，作用力
在持续显现，正能量在迅速提升，全县各条
战线学先进、争先进的活动在迅速跟进，使
不同行业接受相同的价值取向，先进人物相
互之间释放着的示范和激励，先进典型对其
他群众产生着帮带效应，榜样的力量内化为
群众的自觉追求，凝聚成方城县域内树典
型、育典型、学典型的氛围高地。全县上下
呈现出
“全民向善、人心思进”的良好态势和

浓厚氛围。
针对
“方城好人现象”
的生成，
褚清黎深有
感触地说：
“好人精神需要传扬。方城深刻总
结英模群体孕育、成长、发现、宣传的一般规
律，
在先进典型客观存在但
‘玉藏石中’
的情况
下，
主动发掘，
广泛宣传，
同时调动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综合发力，
全方位、
多角度、
立体化展示
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使先进典型深入人心、
家喻户晓，
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带动群众向善、
思进、
从善，
最大限度地发挥成风化人、
引领风
尚的积极作用，
凝聚发展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