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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岁月随烟尘流逝，但有的人光辉永在；
多少记忆被时间冲淡，崇高的精神却一直激励
着后人不断前进。在全省深入开展第二批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之际，省委组织召开了纪念焦
裕禄同志逝世 50周年座谈会，深切缅怀焦裕禄
同志的光辉事迹，追思焦裕禄同志的崇高风范，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持久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呼唤焦裕禄，时代需要焦裕禄。我们
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曾把焦裕禄精神精辟地概括为亲民爱
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赴兰考调研指
导，殷切勉励党员干部要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
同志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道德情
操，并提出了深学、细照、笃行的要求。在中央
和历届省委的高度重视、大力推动下，半个世纪
以来，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显示出
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始终鼓舞和激励着广
大党员干部开拓进取、不懈奋斗。

焦裕禄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为民务实清廉的
丰碑。新时期条件变了、环境不同了，但党的宗
旨没有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没有变，党的群
众观点、群众路线没有变，焦裕禄精神过去是、
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
远不会过时。河南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我
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更加自觉地把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作为贯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的一条红线，深入
持久、驰而不息地抓下去，将焦裕禄精神内化于
心、外践于行，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对焦裕禄精神的精辟阐述，准确把握焦
裕禄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本质所在，把学习弘扬
焦裕禄精神作为反对“四风”、密切联系群众的
有效载体。要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
怀，纠正解决宗旨意识淡薄、疏远甚至脱离群众
的问题；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的求实作风，纠正
解决脱离实际、形式主义等违背群众意愿的问
题；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的奋斗精神，纠正解决
在党和人民事业上不思进取、消极懈怠的问题；
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高尚的道德情操，纠正解
决铺张浪费、腐化堕落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做到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奉献自己的一切。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
号，而是一种具体的实践。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要坚持以焦裕禄同志为标杆，把焦裕禄精神
作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生动教
材，自觉做到深学、细照、笃行，高标准、严要求、
重落实，把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巩固好发
展好，扎实推进第二批活动达到预期效果。要
把作风转变的成效切实体现在促发展、惠民生

上，勇挑重担，真抓实做，迎难而上，推动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顺利实施，着力打好以发展优势产业为主
导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四张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
素质及竞争力，建设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让发展的成果惠
及广大中原百姓。

50年，半个世纪，焦裕禄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是一种持久的砥砺，这
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永远激励和鞭策我们，见贤思齐，勿忘人民，依靠群众，为了
群众，不断开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新局面。⑧2

本报讯（记者张建新）焦裕禄已经
离开我们 50 年了。50 年后的今天我们
怎么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在 5 月 14
日召开的河南省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
50 周年座谈会上，来自各界的代表表
达了共同心声：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
干好工作就是对焦裕禄同志最好的缅
怀和纪念。

兰考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为
什么 50 年过去了，兰考发展还相对落
后，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

“为什么守着焦裕禄精神这笔财富，反
而社会矛盾大事小事不断？”近一个时
期以来，这两个问题一直深深拷问着
兰考的干部群众。“作为兰考的干部，
纪念焦裕禄同志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落实好，把焦裕
禄精神的传家宝传承好，把学习好、弘
扬好焦裕禄精神这份责任履行好。”兰
考县委书记王新军说，“兰考必须在传
承弘扬焦裕禄精神上走在前、学在前、
干在前。”

参加座谈会的县委书记代表、登封
市委书记郑福林表示，作为县委书记，
必须自觉摆正与群众的关系，不断增进
与群众的感情，把群众的需要作为工作

目标，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标准。要像
焦裕禄同志那样，在坚定信念、提升修
养中加强党性锻炼；在实事求是、务实
重干中推动科学发展；在牢记宗旨、改
善民生中联系服务群众；在抓好班子、
带好队伍中强化自身建设。

朱金喜现在是尉氏县岗李乡占庄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过去，他曾任开封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听着焦裕禄的
故事、在焦裕禄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
的他，在退休后不忘公仆精神，当了村
里的“第一书记”。为发展养殖业，他
把儿子的房子卖掉，把家里人的房产
都做了抵押，经过艰苦努力，带领乡亲
们摘掉了穷帽子。他充满感慨地说：

“传承好焦裕禄精神，就要从今天做
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
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
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把精力用在
为群众办实事上，用一辈子的真情服
务父老乡亲。”

焦裕禄之子焦跃进说，作为焦裕禄
的后代，要牢记父亲教诲，勇做弘扬焦
裕禄精神的表率，争当践行群众路线的
标兵，以实际行动把焦裕禄精神传承
好、发扬好、实践好。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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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代表谈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干好工作是对焦裕禄同志最好的纪念

穿 越 时 空 的 呼 唤
——焦裕禄精神启示录

5 月 14 日，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生命的
祭日。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离开我
们整整 50 年了。

河南兰考县的焦裕禄墓园，汇聚了潮
水般前来祭奠的人们。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一年零四个月
即病逝在岗位上。然而，这一年零四个月
却成为穿越时空的永恒。

焦裕禄，这个永不褪色的名字，如一
座丰碑，矗立在兰考，矗立在中国大地，矗
立在亿万百姓心中。

“把泪焦桐成雨”
——有一种缅怀感天动地

这是兰考最高大的一棵泡桐树。
50 多年前，焦裕禄亲手种下的这株

小麻秆，如今已是华盖如云，人们称之为
“焦桐”。

焦桐旁，矗立着新落成的焦裕禄干部
学院。从各地来这里培训的学员一出门
就可以看见这棵参天大树。

睹树思人，焦裕禄留下的最宝贵遗产
是什么？

站在坝头乡的焦裕禄事迹展览室外，
76 岁的雷中江老人回忆起当年在兰考火
车站逃荒偶遇焦裕禄的情形，哽咽难语：

“他拉着俺的手，眼里有泪。那场面，一辈
子难忘！”

与人民群众的血肉之情，是焦裕禄精
神 50 年穿越时空，镌刻在这片土地上最深
厚的印记。

当年在兰考县委当干事的刘俊生忘
不了 51 年前那个冬天，焦书记顶着狂风大
雪，走出县委大门。他说：“大雪封门，我
们党员干部不能坐在屋里烤火。我们应
该到群众中去，解决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
题。”在许楼，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
里住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握住双
目失明的老大娘的手，焦裕禄问寒问饥。
一旁的老大爷问：“你是谁？”焦裕禄回答：

“我是您的儿子。”老人哆嗦着手不停地抚
摸着焦书记，热泪纵横。

“我是您的儿子”——半个世纪过去
了，这一深情的表达，今天听起来，仍直抵
人心，发人深省。

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情怀、信念，也
是党的立党之本！

在焦裕禄离世 50 年后的今天，为什么
他的墓碑前会洒下那么多的泪水？

是怀念，是追思，更是彻骨透心的呼唤。
大别山区种粮大户柳学友感慨地说：

“现在不少干部与焦裕禄相比，差距太
大。很多地方一年见不到一次县委书
记。偶尔有领导下乡，也是前呼后拥，浮
在表面，站在地头，走走过场。还有的干
部连有些庄稼都认不清。”

焦裕禄就是一根标杆，他让群众怀
念，也让群众量出了今天干部的长短。

79 岁的兰考葡萄架村原村支书孙世
忠从“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的焦书记，说到今天一些“心里只有自
己”的干部，得出一个理：“群众观念丢掉
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就会把你抛弃。”

对于焦裕禄之后的第 14 任县委书记、
来兰考工作已经一年半的王新军来说，焦
裕禄当年对群众说出的那句“我是您的儿
子”，已成为心中时时震响的座右铭。他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对照检查材
料上，多次使用“愧疚”“惭愧”“愧对”“对
不起”等词汇。他说：“在焦书记工作过的
土地上，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金杯银杯不
如老百姓的口碑。”

今年初春，王新军利用清明三天假
期，走进兰考的一些偏僻乡村。村民们看
到县委书记的惊奇，让他脸红，更让他受
到鞭策。“差距太大，只有奋力追赶！”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穿越 50
年历史烟云，“把泪焦桐成雨”，凝结着人
民对焦裕禄的深切思念与精神呼唤；公仆
情怀，这是焦裕禄留给党员干部的最宝贵
精神遗产。

“父老生死系”
——有一种力量坚如磐石

兰考无处不泡桐。
满城桐花飘香的时候，最是人们思念

焦裕禄之时。
离黄河岸边几里地的张庄村，曾被叫

做“下马台”。过去，这里通着官道。因风
沙大，路过的文官须下轿，武官须下马，因
而得名。

风沙不知吹了多少代，也治了多少
代，代代无功而弃。

党培养的焦裕禄，最相信群众的力
量。他一次次下乡走访，开座谈会，首先
确定了种植泡桐的思路。因为泡桐能吃
苦，沙窝子里也能扎根，并迅速根深叶茂，
挡风压沙。

满地满坡的泡桐，成为焦裕禄带领兰
考人民治理水沙碱“三害”的金钥匙。

50 年后，徜徉于焦林中，总有人这样
问：为什么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仅一年零四
个月，就找到了多少辈人没有找到的“除
三害”的办法？

答案并不复杂。
走进焦裕禄纪念馆，一辆 50 多年前的

破自行车、一双 50 多年前的破胶鞋记录
下，焦裕禄靠骑车走路，踏遍了全县 149 个
生产大队中的 120 多个，住牛棚下大田，蹲
点调研。

在盐碱区，他经常抓一点碱土放在嘴
里品尝，说出咸的是盐，凉丝丝的是硝，又
臊又苦的是马尿碱，这让和盐碱地打了一
辈子交道的老农目瞪口呆。

刘俊生难忘那一个个镜头：无论瓢泼
大雨、风沙漫天，别人往屋里跑，焦书记总
是往外冲；为了弄清兰考水道，焦书记冒
着大雨站在洪水中，扔下一片树叶，带着
技术人员追着树叶测定洪水流向……即
使在病重期间，他也拒绝只看材料听汇
报。焦书记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吃别人
嚼过的馍没味道”。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时隔
50 多年，响在我们耳边的这句大白话，传
递着深刻思想哲理。

在近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不
少基层党员干部坦言：和焦裕禄时代相
比，现在交通便利了，但距离基层却远
了。经常是“身到基层心在城”，名义上下
了基层，实际成了“空中飞人”、“走读干
部”，待不住也待不久。即便调研，很多时
候也是“路上一小时，调研十分钟”，对情
况了解不透，问题吃得不准，制定的措施
没有针对性，甚至脱离实际。

兰考县长周辰良自我剖析：在推动工
作中有时为了装点门面、树好形象，干一
些面子活；为了在观摩评比中争个好名
次、留个好印象，搞一些花架子。

湖北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也有个对
比：“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一年多时间跑遍
125 个村，我在红安工作 4 年多，入村入户
调研的村不到 100 个。”

差距仅仅是数字这么简单？余学武
拿红苕作比喻：当地说一个人“苕”是讽刺
这个人笨、傻。不过“苕”也有另外一层意
思，即憨厚、老实、执着。用在干部身上，
可以理解为不耍花招、不走捷径，奔着目
标，踏踏实实干活，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不胜不休，而这恰恰是现今一些干部所缺
少的。

半个多世纪前，焦裕禄带领兰考干部
群众跑遍全县，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
寻求治理天灾的科学方法。时至今日，一
些村庄还流传着焦裕禄当年下乡编的顺
口溜：“沿着河，背着馍，渴不着，饿不着。”

深入群众，就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
求真务实，才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

验。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兰考人

民至今保留着这个习惯，房前屋后、庭院
地头，有空地就种上几棵泡桐。泡桐树
栽在农田里，既防风治沙，还能提高粮食
产量。

目前兰考县农桐间作面积 46 万亩，泡
桐 200 多万株。截至 2013 年，全县林产工
业从业者 4 万余人，林产品远销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年产值 70 多亿元。
兰考县农林局副局长张建军说：“到

今天，兰考人民还在享焦书记的福呢！”
从一个人到一种精神，从一棵树到一

个产业，贯穿其中的是焦裕禄赤诚为民的
真挚情怀，是探求就里的求实作风。

“毋改英雄意气”
——有一种奋斗气壮山河

这是一种精神的定格：一把藤椅，静
静地放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前。藤椅右
手，一个大洞无声地诉说着主人曾经的病
痛——肝疼袭来时，他就用茶缸靠在藤椅
上，紧紧地顶在痛处。日久，藤椅被顶出
一个大洞。

就是在这张藤椅上，焦裕禄写下了生
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题目是：《兰考
人民多奇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岁月褪去了这张藤椅的颜色，却洗不
去人们对其主人的思念；病魔夺走了一个
共产党人的生命，却磨不灭激荡在他血液
里的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

望着这张藤椅，人们就会想起 1962 年
冬天，大雪纷飞。饱受风沙、盐碱、内涝

“三害”困扰的兰考，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
来最低水平。小小的县城火车站，挤满了
外出逃荒的灾民……一位省领导来视察，
看到兰考灾情严重，提出不如一分为四，
划给周边四个县。而新上任的焦裕禄坚
定地说：“情愿累脱三层皮，也不能把困难
推给兄弟县。”

望着这张藤椅，人们就会想一年零四
个月中，焦裕禄下去查风口、探流沙、找水
道、治盐碱……面对兰考自然灾害的肆虐
和贫困落后的实际，他挥笔誓言：“拼上老
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他写下

“干革命就得敢闯！成功了，有经验；失败
了，有教训。只要敢闯，就能从困难中杀
出一条路来！”

望着这张藤椅，人们就会再一次听到
焦裕禄充满激情的声音：“革命者要在困
难面前逞英雄！”

今天的我们，还有没有这般英雄气概？
今天的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责任

担当？
时代在追问。
焦裕禄逝世 50 周年之际，王新军感受

着更大的压力。很多人向他发出了“兰考
之问”：兰考守着焦裕禄精神这笔财富，为
什么 50 年了经济仍然比较落后，还有将近
10 万人没有脱贫？兰考群众基础好，为什
么还有不少上访户？

王新军在县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上
反思自己：刚来兰考也有满腔热情，但是，
面对种种困难和问题，激情和斗志逐渐冷
却了、退缩了。一事当前，摆困难多、讲客
观多。与焦书记“拼上老命大干一场”的
奋斗精神相比，自己明显缺少了几分对事
业的执着和责任担当。

松柏肃立，柳丝低垂。
50 年过去，墓碑上的焦裕禄依然年轻

英俊。他当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铿锵激
越，撼人心魄：“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
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愿这种豪情壮志激励后人砥砺奋进
“肝胆长如洗”，迸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强大精神动力。

“两袖清风来去”
——有一种品格高山仰止

焦裕禄纪念馆里，一份他亲自起草的
《干部十不准》，吸引了参观者的注意。

其中一条：“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
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

一张小小的戏票，背后有着怎样的
故事？

刘俊生的思绪再次回到了 50 年前。
他说，焦书记来之前，给县委领导送戏票
是一个惯例。而且给县委主要领导留票，
总是第三排正中间的位置，群众就有意
见，戏称第三排为“老三排”，县委主要领
导是老三排“排长”。

后来，看白戏发展到县委每个机关都
有份。

焦书记来之后说，谁看戏，谁买票，谁
花钱，不准看白戏。

期间，他无意间得知儿子因认识售票
员看戏未买票，便立即拿钱叫儿子去补票。

正是这一串的“戏票问题”，促使他起
草了《干部十不准》。

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清楚记得，当年
父亲把她领到食品厂，还叮嘱厂里不能因
为自己的缘故给女儿安排轻便活。“好单
位干部子女不能去，俺爸规定的。”当年，
她并没有深刻理解父亲的规定。

1966 年 2 月 26 日，根据焦裕禄生前遗
愿及兰考民愿，河南省委决定将焦裕禄的
遗体从郑州迁往兰考。当天，兰考万人送
葬，人山人海，焦守凤刹那间明白了父亲
曾经的严厉，所有的委屈与不解转眼化为
泪飞为雨。

50 年后，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兰考县委制定公布了新的

《兰考县党员干部“十不准”》。
50 年过去，仿佛一切都在变，又都没

有变——
王新军说：“对照焦书记起草制定的

《干部十不准》，新时期对兰考党员干部的
要求，与不搞特殊、清正廉洁、严于律己的
焦裕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
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
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距
离兰考 400 公里开外的河南内乡县，有这
样一副著名的古县衙对联，揭示了官与
民、得与失、荣与辱的道理。

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王晓杰说，从焦
裕禄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来看，他的境
界已远远高出这副对联所言。

焦裕禄的境界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崇
高境界，支撑他的是革命理想与信念。

在焦裕禄陵园，离墓地不远处的纪念
馆里，人们排起长队参观焦裕禄事迹展。
他们中有拄着拐杖的老者、怀抱孩子的妇
女、稚气未脱的少儿。展柜里，摆放着焦裕
禄生前用过的物品，从生锈的锄头到带着
窟窿的布鞋，还有打了 42个补丁的被子。

睹物思人，观者唏嘘不已。
来自安徽怀远县一家公司的经理陈

明对记者说，时至今日，焦裕禄的事迹和
精神仍能引起全社会共鸣，充分反映了人
民群众对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焦裕禄式
的好干部的热切期待和强烈呼唤。

“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这句朴素
得不能再朴素的话语，今天读来，依然能
引发历史情境与当代心灵的强烈共鸣。

“焦裕禄是一座丰碑，焦裕禄精神像
一面旗帜。人民呼唤焦裕禄，是在呼唤我
们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
呼唤我们党的崇高理想。”跟随焦裕禄工
作一年零四个月的刘俊生说。

“焦裕禄同志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
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习近平总书
记在兰考考察时提出，教育实践活动的主
题与焦裕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学习
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
始终，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50 年时空穿越，短暂的生命铸就精神

的永恒。
让我们再一次呼唤：为了那永远不改

的本色“依然月明如昔”！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5月 14日，全国各地群众进入焦裕禄烈士陵园参加纪念活动。 新华社发
5月 14日，兰考县各界群众一大早从四面八方涌入位于县城内的焦裕禄纪念园，

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焦裕禄的怀念之情。 新华社发

5月14日，
在兰考焦裕禄
同 志 纪 念 馆
前 ，来 自 山 东
的老党员代表
重 温 入 党 誓
词。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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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铮 摄

□新华社记者 张严平 赵 承
刘雅鸣 张兴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