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13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 ●● ●●

采访刘随伸事迹，见到最多的，就是那一行

行从心底流出的眼泪：

——村上的脑瘫儿哭了，那个给他擦鼻涕、

抹眼泪，买水喝、买方便面吃的伯伯再也找不着

了……

——敬老院的老人哭了，“随伸走了，以后谁

下着大雪还背我去看病，谁还守在我的床头端水

喂饭，谁还不嫌脏不嫌累地给我擦屎刮尿……”

——山沟里的村民哭了，“俺打开水龙头，

就想起俺的好书记，他给俺村打了井，架了水

管，俺不用再跑十几里山路去背水了……”

——和他搭班子几十年的村主任哭了，那个

“命令”他们“早点休息”，自己却常常加班到凌晨

的好班长走了，“我觉得失去了主心骨……”

——和刘随伸相识多年的县乡领导哭了，

“刘书记是省党代表，资格老，可是，这么多年，

连一次个人要求都没有提过，就连去参加省党

代会，都是自己倒几次车去参加的……”

——刘随伸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更是泣

不成声，“他太累了，我想再到夜里他回家时，给

他端一碗茶，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采访过程中，刘随伸，这位身处最基层的党

支部书记身上的每一个故事，都能触碰人心最

柔软的地方，使人感慨、动容、落泪，精神上得到

一种升华。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

事”。刘随伸当村干部数十年来，治村如同治家，

爱村胜过爱家，在生病住院期间乃至生命的最后

六天，想的依然是工作，牵挂的依然是群众；他时

刻把群众安危冷暖系在心头，视群众如亲人，把

村民当家人，用大爱之心、大孝之行诠释了共产

党员的宗旨意识；他淡泊名利、两袖清风、纤尘不

染，全家人至今仍居住在九十年代建起的旧房子

里，他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人格魅力引领着时代

新风；他身体力行、务实重干，带领勤劳朴实的西

刘庄人，把一个山荒岭秃、一贫如洗的贫困山村

变成了山清水秀、远近闻名的美丽宜居乡村。是

什么支撑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用他生前的一句话

说：“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正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刘随

伸走了，然而，他为村上打的井、修的路、建的厂、

栽的林还在，他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还在，他

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

的那股拼劲还在……

巍巍青山不老，赤子之心永存！

西刘庄距离郑州不足 200公里，开车两
个多小时即可达到。刘随伸每次去郑州开
会，却都要用去将近一天的时间。

“他先骑摩托车到十几里外的饮牛坑
村，转公交车到市区，再坐大巴车到省城，不
管再麻烦，他从未向组织上提条件、要支
持。”王森说。

今年 1月，由于生猪养殖项目前期需要
村里贷款垫资，刘随伸作为村集体经济公司
法人，在履行贷款手续时需要夫妻共同担
保。他冒雪骑摩托车载着妻子两次往返县
城去银行签字。“老刘和妻子不舍得住宿，办
完连夜就赶回了村里。”村委委员傅邦奎说。

“刘书记好吃亏，他是资金互助社理事
长，操的心最多，但这么多年却一直坚持拿
低档报酬。”傅邦奎说。

因为工作忙，无暇顾家，刘随伸一直对
妻子心怀愧疚。他经常对妻子说：“我从小
没娘，但你对我、对这个家操的心，让我觉得
你就像我的亲娘，等我不忙了，一定带着你

出去走走……”
可是，这么多年，尚秀丽去过最远的地

方就是40公里外的平顶山市区女儿家。
几十年，刘随伸和妻子住的还是四间红

砖瓦房；屋内桌椅是自己亲手做的；第一台
电视是花三百块钱买的二手的，第二台是亲
戚淘汰下来的，第三台 19英寸的小电视，是
交电话费送的；他唯一的西装，是因为开会
需要才买的；他唯一的领带，是儿子结婚时
用过的……

提起父亲，儿子刘福旺“爱恨交加”：自
己上小学时，在村上当会计的父亲翻遍了家
里，却没有给他凑够学费。最后，还是母亲
到邻居家借了钱，他才没有失学。

去年腊月二十九下午，刘随伸发病，准
备住院，可家里只有两千块钱。来串门的村
会计刘玉平把自己准备过年的五千块钱给
了他，才解了燃眉之急。

刘随伸去世后，全村群众悲痛万分，纷
纷带着礼金前来表示哀思。刘福旺跪在院

子中哭着说：“老少爷们，你们不是不了解我
爸，俺家办啥事也没收过礼，把钱收回去吧，
别再让我为难了。”

而逢年过节，家里只要来了客人，刘随
伸一个眼神，儿媳马上就带着孩子出了门。
寒冬腊月，孩子在外面冻得直哭，却不敢回
家……“为什么？”“就怕客人发压岁钱。”

巍巍青山永固不老，潺潺澧水润泽四方。
刘随伸去世前，曾经在病床上，同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一起，为西刘庄量身定
制了一份2019年“森林乡村”建设规划方案：

“在房前屋后种上一片果树；在村内建
设两个小型游园；在光伏电站、木板厂等周
围栽植风景树1070株；围绕村中道路，栽植
栾树、合欢等2000株……”

然而，这份规划方案还没有实现，刘随
伸却永远地走了。按照他的遗愿，家人把他
葬在了老青山脚下的黑李园里。他要和老
青山一起，看着西刘庄一天天地富起来，美
起来。

几十年来，他住的还是四间红砖瓦房；用的桌椅都是自己亲手做的；衣柜是内弟用过的；他连
一台新电视机都不舍得买……尽管不富裕，但他始终坚守着共产党员的清廉本色——

“我是党员，怎么能占别人的便宜呢”

青 山 不 老 赤 子 情

（上接第一版）也有慕名而来的陌生人；
村头的敬老院里，87岁的李广四老人时常

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院子外，对着村外刘
随伸坟墓的方向默默流泪；

常村镇镇长赵幸伟还时常念叨着：“随伸住
院时谁也没有说，走得这么突然，我连去医院看
他一眼都没有……”

这些话，刘随伸再也听不见了；这些场景，
他再也看不到了。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 21年间，刘随伸先后
获得“省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平顶山市劳
动模范”、叶县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优秀农村
党支部书记”“优秀敬老院院长”等众多荣誉。

“唐山苍苍，澧水泱泱；随伸功德，山高水长。”这
是刘随伸去世后，他的老师张兴流着泪写下的
一副挽联。

青山不老，赤子情深。“农村富不富，关键看
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支书。长期以来，作
为全县基层党支部书记的优秀代表，刘随伸同
志怀着对群众的亲劲、抓工作的韧劲、干事业的
拼劲，让偏僻、贫穷、落后的西刘庄旧貌换新
颜。他的一生，对‘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
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作出
了完美的诠释。”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叶县县委书记古松说。

青山不语，澧水泪奔。这仿佛在追忆这位
大山的优秀儿子、群众的贴心人、基层党组织带
头人。“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
我化作了山脉……”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一首歌，成了刘随伸一生的真实写照。

4月 29日，西刘庄北部老青山上，几台“巨
型风车”的叶片缓缓转动，将电流汇入电网；不
远处，生猪养殖综合体项目投用在即；山脚下，
套种在黑李树下的芍药，花香沁人心脾……

“以前俺村都没有出山的路，吃水都是去河里
舀的。”82岁的老人胡艳花泪眼婆娑，“这些变化都
是随伸的功劳，可他还没享福，怎么就走了呢？”

位于老青山脚下的西刘庄，位置偏远，交通
不便。1998年，看着贫穷落后的面貌，36岁的刘
随伸当选党支部书记后，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
面，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让西刘庄变个样！”

这个在村民看来文文弱弱的年轻人，能兑
现承诺吗？

“用我家的 6分地换你们的 3分地，不让你
吃亏！”上任后，刘随伸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修路。当时，村里修路需占用附近村民的 3分
地，他便用自家的 6分地进行了置换，才使项目
如期竣工。

以往的西刘庄，吃水贵如油，一提水字就发
愁。2013年冬天，一水利项目落户该村。寒风
呼啸、滴水成冰，刘随伸日夜蹲守在施工现场。

“俺就没见过这么负责的村干部。不打出水，就
对不起刘书记这一片心。”

遇上阴雨潮湿的天气，刘随伸的腿就会隐
隐作痛。“这是有一年夏天为村里清理水罐时落
下的毛病。”妻子尚秀丽说。当时，由于钱少活
重，没人愿意干。刘随伸不顾积水、闷热，钻进
罐里一干就是大半天，从那时起就埋下了老寒
腿的病根。

啃下了行路难、吃水难这两块“硬骨头”，刘
随伸的身影，又穿梭在老青山的山山岭岭之
间。“耕地少、山地多，最适宜发展林果种植业，
老青山一定会成为金山银山。”

习惯于种植农作物的村民不干了：“不会种
咋办？”“果树生病了咋办？”“结了果卖不出去咋
办？”

“村里要发展，咱党员就得带头干！”刘随伸
带头种了 4亩黑李，进入盛果期后，亩均年收入
达5000元。这给群众吃下了“定心丸”。目前，
该村已发展黑李、黄金梨等林果 1300余亩，并
在林下种植艾草、白芍等中药材，不仅实现了林
业循环经济的效益最大化，一大批贫困户也摘
了“贫困帽”。

去年，总投资千万元的生猪养殖综合体项
目在全县选址。一开始，投资方并不看好西刘
庄：“这里地处山区，多丘陵山坡，根本不适合规
模化养猪。”

“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把地平整好！”刘
随伸的回答让投资方感到吃惊。随后，西刘庄找
来了施工队，日夜施工。不管工作忙到多晚，只
要看见山上施工队的灯亮着，刘随伸都要上山看
一看，太晚的话，便在皮卡车的车厢内凑合一晚。

20多天后，乱石遍布的山坡奇迹般地变成
了平平整整的土地，该项目也最终落户西刘
庄。“老刘心里明白，这个项目每年能给村集体
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村民打工有收入，猪粪
处理后还能做有机肥。”平顶山市林业局驻西刘
庄第一书记张浩说。

作为生猪养殖综合体项目建设方负责人，
杜运来在朋友圈里看到刘随伸去世的消息后，
立马从周口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赶到了西刘
庄，对着刘随伸的遗像泣不成声：“咱俩已经约
好，等项目完工就去你家里聚聚，可你怎么突然
就走了呢？”

80岁的老人柴春青曾是一名教师，退休后
在村部对面开了家小卖部。他用笔记的形式悄
悄地记录着西刘庄的变化：“修路、栽树、打井，漫
山遍野绿茵茵、果实累累喜煞人；光伏电、风力
电、养猪场，随伸是脱贫致富、乡村振兴带头人。”

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
骨”。正是在刘随伸的带领下，西刘庄人以钉钉
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苦干实干、久久为功，
使旧貌换了新颜。

为修路，他拿自家 6 分地换了别人 3
分地；为通水，他日夜守在打井现场；为打
消群众顾虑，他带头发展果树种植……
他誓言——

“一定要让西刘庄变个样！”

在西刘庄，村民有一家自己成立的“小
银行”——西刘庄资金互助社。村民李学军
靠着资金互助社发放的借款，建成了养羊
场；李保国从资金互助社借了2000块钱，发
展肉牛养殖，如今年均收入近万元……

村子要发展，缺少资金怎么办？2006
年，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甄选扶贫资金互助
社试点村。善于学习、善抓机遇的刘随伸提
出了“内部联保、网格化管理”等办法，其创
新性、可行性得到了认可。最终，该试点项
目落户西刘庄。

13 年来，该互助社把各级政府投放的
50万元种子资金发展到 68万元，累计放款
金额达 1011 万元，帮助 186 户社员发展种
植、养殖等产业，走上致富路。村民刘冬枝
在开办木板厂时，资金困难，便向互助社借
了款。如今该厂年均纯收入 20万元左右，
她每年还向村里捐款一万元，作为贫困基金
使用。

在西刘庄的示范带动下，截至去年年
底，叶县有 170个村成立了资金互助社，总
规模达6032.38万元。该村资金互助社模式

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的高度肯定，被
确定为“叶县模式”在全国推广。国家互助
资金现场观摩会先后两次在西刘庄召开。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敢在困难面
前逞英雄”是刘随伸的特点。“西刘庄是县里
的‘试验田’，是出经验的地方，各种试点项
目放在这里，放心！”常村镇党委书记王森
说。去年，叶县借鉴贵州塘约经验，率先在
全省提出“十权同确”，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西刘庄作为山区村代表成为全县“十权
同确”四个试点村之一。

他率先在西刘庄开办农民自己的“银行”，并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肯定，国家互助资金
现场观摩会先后两次在西刘庄召开，使资金互助的“叶县模式”在全国推广开来——

“西刘庄是‘试验田’，是出经验的地方”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常村镇第一敬老院坐落在西刘庄村，在

这里，刘随伸和老人们之间有说不完的故事。
2017年的一个冬夜，寒风凛冽，大雪纷

飞，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睡梦
中的刘随伸：敬老院里，一位老人前列腺病
突然发作，在床上疼得直打滚。

然而，山里的道路早已被大雪覆盖，救
护车无法及时赶到，怎么办？

时间就是生命！刘随伸随即借了一辆
车，和敬老院副院长柴春雨一起拉着老人匆
匆奔向医院。回村时，夜黑路滑，他们俩只

能轮流把老人背回敬老院。
在刘随伸担任敬老院院长的 13年中，

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87岁的梁铁和老人去年住院一个多月，

刘随伸天天陪护，端茶喂药、擦屎刮尿，被医
护人员误认为是老人的儿子。在刘随伸去世
后，敬老院里20多位老人如同丧子般泪如雨
下，冒雪赶到追悼会现场，送他最后一程。

刘随伸对群众的这份感情，与他小时候
的经历有关。他三岁没了娘，跟着堂爷爷一
块生活，从小缺吃少穿，是吃百家饭、穿百家
衣长大的。“上高中十几块钱的学费，还是亲

戚邻居你一块、我五毛地凑出来的。”邻居刘
国卿说。

刘随伸知感恩、懂回报。多年来，他视
群众为亲人，为了群众，什么委屈都受得下，
甚至，还被认为是“太软弱”。

有一次，因为不肯让一个不符合条件的
村民享受低保，他被指着鼻子骂娘，这一下
子戳中了他的软肋。尽管心中怒火万丈，但
他还是忍了下来。回到家里后，他却一个人
坐在屋里默默流泪。

“刘书记，您是好人，我不该骂您……”
刘随伸去世后，曾经骂他的那个人哭着说。

冬天的深夜，他冒着大雪背孤寡老人看病；他陪着因失去同伴而害怕的老人，一住就是一
个月；面对指着鼻子骂娘的人，他把委屈和眼泪往肚子里吞——

“村民都是俺的亲人”

刘随伸通过“小广播、大喇叭”讲解扶贫知识

刘随伸公示资金互助社资金使用情况

麦田里绿浪滚滚，不远处，西刘庄生猪养殖
综合体项目即将投用

记者手记

西刘庄黑李树硕果累累西刘庄黑李树硕果累累

敬老院的老人们常聚在一起，回忆刘随伸的点点滴滴 刘随伸去世后，小傅涵经常来村部的宣传栏里找“伯伯”

本版图片均由叶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刘随伸获得感动叶县十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