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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新中国同行

历史深处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浩博

有着 3800多口人的朱营村，以前在邓
州人眼里，只是249省道途经张村镇的一个
普通村落。现在提起“全国文明村镇”朱营
村，人们直竖大拇指，“那就是一面旗帜！”

近年来，全国各地一拨拨党政考察团带
着疑问来了。问他们收获了什么？他们会
毫不含糊地说，学会了如何用“四议两公开”
在基层开展工作。

“四议两公开”，当地人仍习惯地称它
“4+2”工作法。他们说，这个工作法就好比
用一把钥匙开了六把锁，让村里的好多事儿
都好办了……

迁 坟

2004年，邓州市尝试探索“4+2”工作法
时，朱营村作为基层组织先行先试。改革开
放后，朱营村有不少人走出去从事汽车校油
泵的活儿。一些人挣了钱买了小汽车，逢年
过节回家团圆时，村里的土路，经常一下雨
十几天都泥泞不堪，车子连村都进不去。

连续几年，不断有村民找到村两委，反
映改善村居环境的问题。有人说，扒老房
子建新房子，也有人说，能否重新规划个地

方……
2006 年，

村两委几经商
议，定下了在
公路以西划出

宅基地盖房的初步规划。然而，随之面临的
是，路西有村民们的126座祖坟。

在农村，迁祖坟是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乡里人认为，动谁家的祖坟，就是破坏谁家
的“风水”。

“迁坟的阻力肯定大，可这毕竟是村里
以后发展的大事儿啊。”村支书朱志华说，在
此之前，他们尝试用“4+2”办成了村里不少
事儿。这一次，他们反复考量了“迁坟”的思
路、想法和规划，都觉得没问题。可村干部
们走访全村党员后发现，近三分之一的党员
也对这事儿不支持。

“党员心不齐，后面的工作肯定没法儿
弄。”2006年 10月初，朱志华他们开始对20
多名有不同意见的党员逐个谈心，说迁坟建
房对群众和子孙后代的好处。60多名党员
的思想统一了，迁坟建房的事经党员大会审
议，一致通过。

“给群众办好事是要讲方式方法的。老
百姓不同意，你工作思路再好也没法儿进
行。”那些天，村干部包片，党员包户，一家一
户做起了工作。

群众不理解咋办？“不能急，慢慢说，慢
慢来，从来就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那些
天，朱志华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他的那些“发
小”和交情深厚的老朋友们的抵触。

咋办？“去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
次！摆事实、讲道理、说好话、赔笑脸。”

时间到了 2007年春季，村里仍有 20多
户村民不同意迁坟。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他们不同意，就
找他们那些同意了的亲戚、朋友，反复做工
作，总会有成效的。”

“这就是‘4+2’在俺们村最灵活的运

用。”当年夏季，朱营村召开村民大会时，群
众一致同意迁坟。

紧锣密鼓。 2007 年 8 月初，迁坟开
始。短短 7 天时间，126 座坟全部迁移完
毕。那7天，看着村民们对着先祖的坟跪拜
磕头，自己买来骨灰盒迁往公墓，在场的很
多人都落泪了，“只要你把道理说透了，在村
民那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移 村

迁坟的目的，是要为村民提供更好的居
住环境，再建美好家园。

“村子整体往西移，村民都说是好事
儿。可真做起来，并不容易。”村调委会主任
朱春生感受很深，自己以前住的地方车开不
进去，每逢下雨天，门前污水横流。为了移
村，村里特意组织了一批老党员、老教师等

“五老”，乘大巴车到外地参观新农村建设的
典型。而且，村里还专门聘请设计人员为群
众设计了住宅，外屋格式一致，室内分三种
布局供村民选择。不少村民看了设计图都
啧啧称赞：“中，真中！”

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村里采
取了一户一宅，扒一盖一的政策。一时间，
全村500多户群众签了字。

群众字签了，一些精明的村民开始找关
系、打招呼，希望能分到好一些的位置。但
村里最终的决定是：抓阄决定位置。

问题远不止如此简单。面对每座成本
十三四万的新房，由村民自筹资金，有人盖
不起怎么办？

“真有这样的事儿，但被我们一顿饭给
解决了。”朱志华笑着说，村里有户人家一家
七口三个病人一个学生，一点积蓄也没有。

“像这样的情况村里没有第二家。我们村里
几次开会，要帮帮他。”

怎么帮？几个村干部一合计，把这户人
家“ 有 钱 的 ”远
近 亲 戚 召 集 到
一起，由村干部
出 钱 摆 了 一 大
桌。席间，村干
部们说出了“请
客 ”的 缘 由 ，那

些亲戚们都拍胸脯说：“不管咋说，这房一
定得先盖上！”当场，你一万，他两万，14万
元有了着落。

目前，全村已有650多户村民住上了新
房。一座座灰墙红顶美观漂亮的小洋楼，成
了朱营村亮丽的风景。

流 转

2016 年，邓州市实行土地“三权”分置
时，朱营村再次成为第一批试点村。

“俺村在外打工的人多，土地流转相对好
办一些。”朱志华说，经过“4+2”几道程序下
来，村民大多都支持把土地流转出去。就这
样，全村3600多亩地整体流转给了市里的国
土开发公司。“整体流转的好处多，比如说村
民可以优先在地里务工，收入也有保障。”

72岁的村民朱桂川说，以前他家的几亩
地租给了亲戚，每年只象征性地收几百斤粮
食。现在，光流转费一年就能挣4000多元，

“俺家人在地里打零工，还能另外挣钱哩。”
当然，整体流转也并不是人人支持的。

村里有一户搞蔬菜大棚的农民就很不情
愿。面对这种情况，村里也有的是办法：他
们找到市里的国土开发公司协商，先把土地
流转给公司，再由公司根据实际用地情况，
划给这个农户同样大小一块地打理……

“让所有群众都满意，我觉得这就是四
议两公开工作法的根本。”朱春生说，他担任
村调委会主任以来，几乎天天都“闲着”，而
他的上一任，却得三天两头往群众家跑着和
事儿。“以服务和商量为主，办事公开透明，
让村干部和村民的关系融洽了”。

新村新面貌。随着土地的整体流转，村
民们不必守着自己人均不到一亩的田地生
活了。如今的朱营村，700多户群众有了自
己的小轿车，一些村民家，还不止一两辆。
而且，村里也有了每年近 20万元的集体收
入。这些集体收入，又公开透明地为群众修
路、修下水道，为“五保”老人建敬老院，对学
校进行改扩建等提供支出……

“‘4+2’，看似几道简单的程序，实质是
从头到尾不断地给群众做思想工作。他们
想通了、支持了，俺们村里的啥工作都没难
度了。”朱志华说。1

□吕兆航

我的老父亲至今仍清晰
地记得中原野战军 1948 年
夏天攻克南阳城外围——陆
营寨的战斗。那天，激烈的
枪声响了一夜，炮火映红了
半边天。第二天早晨，父亲
和小伙伴们掩饰不住好奇
心，到陆营寨看到了原来的
寨墙已成为残垣断壁。战斗
的硝烟正在慢慢散去，父亲
他们自觉加入到了安葬烈士
的工作中。许多年后他经常
给我们讲起的那个大个子连
长也在其中。虽然战斗发起
前，大个子连长曾到过我家，
父亲却不知道他的姓名。

南阳解放了，村里成立
了农会。那时，我的老爷爷
站在家中分的田地边，别提
有多高兴了。我的爷爷和二
爷爷秉持耕读传家，十分重

视我父辈们的读书，尽管那时我家清贫如洗，我爷爷
还是支持我父亲读了私塾。

家中的几个叔叔伯伯，也都各自有着上学读书
的机会。我的二伯还到当时的南阳城读了初中，并
在 1948年夏天突然失踪，直到 1948年底南阳县人
民政府成立，家中收到了由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
政委签署的优抚通知书，全家人才知道了二伯的去
向，“吕成福同志，任五十二师一五六团宣传员，其家
属特予优抚”。

从接到优抚通知书的那一刻起，我家便成了“光
荣军属”。全家人立即让我父亲找来一个乡间摄影
师，到家中为全家人照了一张全家福给二伯寄去，借
以表达全家人对二伯的思念之情。照片的背景，是
当时全家人所居的茅草干打垒土屋。而此时，二伯
和他的战友们正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与敌人搏杀
着。1949年 4月 21日，他随部队参加渡江作战，随
后又进军大西南，并于1950年进军西藏。

在这期间，志存高远的父亲和大伯积极参与乡
政府工作和支前工作，成为当时的积极分子。后
来，父亲走出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国家干部，父亲和
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以饱满热情投入到
国家建设中，不久，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

后来，父亲遇到了同样是苦出身的母亲，两人在
工作中相识相爱，最终建立家庭，现已牵手走过 60
多年。与此同时，叔伯们也相继成家，新一代人带着
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延续着优良家风，家中的爷爷、
奶奶和大伯也住进了瓦房，在这个老屋里，我姐和我
哥相继出生，并留下童年印记。

上世纪 80年代初，姐姐出嫁了，哥哥也成家从
老屋搬出另住。我们家新一代人相继成年成家，分
枝散叶，二伯一家则因后来他从部队转业到云南保
山工作，把家永远安在了保山，今天已经成为地地道
道的保山人。

我和妹妹们都出生于上世纪 60年代。我们听
着雷锋的故事长大，在溢满爱的岁月里，爱祖国、爱
家乡，被父母与老师当成种子播进我们幼小的心灵
里，“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锻造着自己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又让地方组织上选派
到军队工作，这时的父亲，从地方干部转变为献身国
防的军队干部，从此，作为军人的父亲，给我们留下
的印象是刚毅与勇敢。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母亲，则
同样在工作中严于律己，敬业爱岗，经常工作到深夜
才回到家中。后来，父亲病了，得了甲状腺机能亢
进，由于手术失败而失去了健康，经常性低钙抽搐并
发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病症，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以
药物维持生命。

母亲常对我和妹妹们说：“你爸的病是累的，你
们要听爸爸的话。”简单的话语包含着母亲对父亲
的爱，在这个爱意融融的家庭中，我和妹妹们长大
成人。

上世纪 80年代初，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
为北京卫戍区驻怀柔某部的战士，我和我的战友们
有幸见证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国外交的许多活
动，参与迎来送往了包括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约旦国王侯赛因等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
与政府首脑，无数次走进中外记者的镜头。后来，我
退伍返乡，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依然保持军人本色，
雷厉风行，任劳任怨，并多次获得荣誉。我的妹妹们
更是事业有成，大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在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而努力奋斗着。

如今，我们一大家人分居在大江南北，与新中国
同行，谱写着铿锵有力的同心曲；我们家一代又一代
的共产党人，正在不同的行业，撸起袖子加油干，为
把小家和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着。8

□包广杰

2015年 8月 24日，民政部公布的著名
抗日英烈名录，漯河市郾城区人赵伊坪赫然
在列。

1939年 3月 5日，赵伊坪在山东冠县与
日寇的遭遇战中，不幸受伤被俘。残忍的日
寇把他绑在大树上百般折磨，还将他全身浇
上汽油点燃……赵伊坪烈士英勇就义时，年
仅29岁。

一

1936 年 11 月初的一天，一个悲愤、激
扬的声音从豫东杞县县城一座古色古香的
校园传出。一个瘦高个、戴着眼镜的青年教
师正在给学生上课。谈到刚刚离世的鲁迅
先生时，他潸然泪下，情不自禁朗诵起了自
己写的悼亡诗。

这个教师就是赵伊坪，这座古色古香的
学校是杞县大同中学，也是当时中共杞县县
委秘密所在地。

1910年生于郾城县城一户私塾先生人
家的赵伊坪，自幼天资聪明，14岁即离开家
乡到北京求学。在北京育德中学，他结识了
年长他 3岁的进步学生彭雪枫。在彭雪枫
的影响和带领下，赵伊坪积极投身学生爱国
运动，并于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
几年间，他辗转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办教
育、办刊物等开展革命活动。

1935 年初，赵伊坪来到杞县大同中
学。大同中学是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王毅
斋倡导创办，当时聚集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
和进步知识分子，其中就有作家姚雪垠、师
陀和穆青等人。赵伊坪在这里的公开身份
是训育处主任、国文教员。

赵伊坪人长得儒雅帅气，课讲得很生
动。他讲起《满江红》《正气歌》时，常慷慨激
昂、声泪俱下。课余，他爱拖着韵味十足的
唱腔来一段家乡戏，还擅长讲故事。他像一

块磁铁，吸引着追求进步、思想活跃的青年
学生。当时，整个校园都充满着爱国气氛，
他们把教室命名为“乌苏里”“哈尔滨”“黑龙
江”“松花江”等，时刻提醒师生勿忘国耻。

赵伊坪在教文化课的同时，还给学生传
播马列主义，传播共产党的抗日爱国思想。
他亲自动手撰写稿件，还协助学生办墙报、
演新剧，并经常带领师生走上街头，查禁日
货，揭露反动政府的投降政策。赵伊坪等共
产党员的爱国活动，引起了杞县国民党政府
的仇视和恐慌。他们以检查为名，多次派特
务、流氓进行骚扰、捣乱，还暗中跟踪、监视，
甚至在城墙上贴出了“打倒共产党赵伊坪”
的大标语。

西安事变爆发后，赵伊坪接到彭雪枫的
来信，要他尽快到山东或华北进行抗战工作。

赵伊坪准备离开大同中学时，欢送会是
在深夜悄悄进行的。已过午夜，大家要赵伊
坪讲几句话送给大家。赵伊坪讲了一个“红
灯笼的故事”：一个古老的部落被外族打败，
部落的两个儿子率领不愿做奴隶的族人在
红灯笼的指引下，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团结
一心打败了外来蛮族的入侵……后来，参加
这次欢送会的姚雪垠据此写成了短篇小说
《红灯笼的故事》。

赵伊坪讲了“红灯笼的故事”的第二天，
就匆匆离开了大同中学，奔赴鲁西北抗日根
据地。

二

赵伊坪最早从事教育活动要追溯到
1926年。那年年初，不满 17岁的赵伊坪在
北京育德中学，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在彭雪枫的率领下，参加了北京南苑农民暴
动。暴动失败后，与彭雪枫失去联系的赵伊
坪，回到了郾城家中。

不久，北伐军进军河南的消息传来。为
配合北伐军顺利北上，中共郾城县委成立了
文化促进会，并把这个担子压在了年轻的赵

伊坪的肩上。创办党义训练
班和农民训练班是赵伊坪从
事的最早教育活动，通过几
个月卓有成效的办学教学实
践，年轻的他认识到教育对
唤醒民众，对播种革命火种
的重大意义。

正当赵伊坪在家乡准备播撒更多革命
火种时，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寒流凶猛地刮
了过来，“清党反共”的白色恐怖笼罩着郾城
大地。党组织决定让赵伊坪等几名同志留守
在城区的平民子弟小学开展地下活动。赵伊
坪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争取到了平民
子弟小学和县立高等学校合并。

两校合并，女子可以上学，男女可以同
校。这是郾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
在这里，他们秘密成立了共青团组织，他的
弟弟赵晓舟等人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他的
两个妻妹也成了他的学生，后来都追随他参
加了革命工作。

这个合并后的学校，就是今天的伊坪
小学。

三

伊坪小学位于漯河市郾城区一片繁华
街区里，这所以赵伊坪名字命名的学校，也
是一所现有学生2200多名的百年老校。学
校大门上方，由新华社原社长穆青亲笔题写
的校名“伊坪小学”四个鎏金大字，遒劲有
力。校园内，还建有赵伊坪纪念室和伊坪书
屋。

在伊坪书屋迎面的墙壁上，有两行醒目
的红色字体：“读书点亮心灵”“书香瑞泽人
生”，中间是赵伊坪肖像的画框，下方缩印着
三个向前甩臂奔跑的少年剪影，静中寓动，
严肃中透出活泼。右侧一小间，陈列着一些
介绍书屋的文字、纪念品和题词，其中有
1996年“伊坪小学”正式命名时，穆青题录
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在这庄重肃穆的纪念室，在这溢满墨香
的书屋中，在这琅琅书声的校园里，人们似
乎又看到赵伊坪——这个瘦高个子、儒雅青
年忙碌的身影，似乎又听到了他给学生们抑
扬顿挫的讲课声——

他爬过高山，涉过大川

走出无光的森林，夜宿饥饿的荒原

但他从不诉说疲劳、辛酸……

这是 1937年在敌后的山东，赵伊坪为
宣传抗日写的抒情诗《嘱咐》。

全国解放后，赵伊坪被追认为革命烈
士。他的遗骨安葬在山东高唐县徐庙村东
头的烈士陵园，他的革命事迹也感动着成千
上万的后人。8

我
的
红
色
家
庭

抗日英烈赵伊坪

俺村俺村““44++22””的故事的故事

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大会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这种

“四议两公开”工作方法，源起邓州市的“4+2”工作法。这种工作法，2010年、2013年、2019年，3次写进中央一号文件，

并在今年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旧居旧居新村新村

插图 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