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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镇长”张书军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12月 23日，记者从有

关方面获悉，备受业界关注的中钢洛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日前在洛阳挂牌成立。

据悉，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建设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世界一流耐火材料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前不久研究
决定对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和中钢集团洛阳耐火
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重组，成立中钢洛耐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据了解，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前身为冶金工业
部洛阳耐火材料厂，始建于 1958 年，是国家“一五”期间
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经过 6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集产品
设计、研发、生产、炉窑设计、耐材配置、施工及系统集成服
务于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年产 25万余吨耐火材料，产品
远销 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3年，隶属原冶金工业部，是中国耐火
材料专业领域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也是我国耐火材料
行业技术、学术、信息与服务中心和耐火材料科技成果的
主要辐射中心。两家公司都有着光荣的历史，都为新中国
的钢铁、有色、建材等高温工业作出过突出贡献。

中钢洛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新公司
成立后，将进一步发挥央企科研和生产优势，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进一步提升我国耐火材料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
力。7

中钢洛耐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在洛成立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程素敏）读万
卷书，寻中华民族根与魂；行万里路，知黄河文化精气神。
近日，河南省“大黄河研（游）学旅行”启动仪式在位于洛阳
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

该活动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洛阳市人民政府联合
举办，以“聆听黄河故事，感受中华文明”为主题，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保护传承
弘扬黄河文化，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通过
对河南省沿黄各市研（游）学旅行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
发，打造中国黄河文化旅游的新亮点。“研（游）学是将旅游
与教育、文化、文物等相结合的重要方式，也是青少年近距
离接触历史文化的重要桥梁。”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洛阳围绕建设“华夏气派、国际水准、洛阳特
色”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目标，精心打造了隋唐洛阳城国
家历史文化公园、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等洛阳文化旅游

“新名片”。
据介绍，下一步，洛阳市将进一步“讲好黄河故事”，处

理好保护与传承弘扬、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与生态
文明建设、规划引领与项目建设等关系，进一步摸清黄河
文化资源的家底，围绕建设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
建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7

“大黄河研（游）学旅行”
启动仪式在洛阳举行

天气愈发寒冷，香鹿山镇甘棠村的高来安在镇上的爱
心超市门口看到了公告栏里还没来得及换下的张书军的照
片，他红着眼睛看了很久，还用手将照片上的灰尘仔细擦
掉，“没有张镇长，就没有我现在的好日子。”高来安哽咽落
泪。

高来安2013年得了淋巴瘤，先后住了8次院，2016年成
了贫困户。张书军成为他的帮扶人后，每月都要到他家家访
一次，帮他树立信心，鼓励他靠奋斗改变命运。

张书军一直想给高来安寻个事干，2018年 4月，他帮高
来安谋了个门卫的活儿，每个月 1200 元，加上老伴每月打
扫街道 500元的工资，高来安很快就脱了贫。

今年 7月，张书军又来到了高来安的家：“给你添置个
橱柜，你把厨房打扫打扫，屋里屋外干干净净的看着也好。”
为了方便高来安使用，张书军在柜子两边绑上绳，抹布搭在
上面，可以从左拉到右，还做了个简易拉门，防灰。

张书军在哪儿，就跟那里的老百姓感情深厚。他 1997
年在该县赵保镇参加工作，做过多年包村干部。以前的同
事都记得，张书军不怎么喜欢穿皮鞋，总是一双运动鞋，因
为在田里走得多了，鞋底沾满泥土，鞋面也脏兮兮的，再加
上他那辆灰尘大厚的破旧摩托车，突突突跑得飞快，载着他
到田间地头，到农户家中，把烟叶种植、禁烧、防汛等各项重
点工作落到实处。在烟叶成熟季节，他就住在村子里，有时

候甚至是在地头搭个简易帐篷，帮助群众收、烤烟叶，力争
让群众多增加一些收入。

无论工作多忙，张书军没有漏接过老百姓的电话，没有
把百姓的求助搁置过。他分包的四个大村庄 1000多户群
众，他几乎家家户户都进过门拉过话，村里的老人小孩都能
叫得出他的名字。

有一年盛夏，下起了瓢泼大雨，人人都往家里跑，只有
张书军骑着自己的旧摩托车一头扎进雨幕里，原来他惦记
着自己分包村里的几户五保户、孤寡老人。张书军冒着雨
蹚着泥水，硬是把几家五保户挨家挨户看了个遍，为漏雨的
房顶做简单加固，疏通院子里的水道，防止积水。为两家群
众漏雨的房顶做好遮盖后，他已经全身湿透。

…………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群众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

比从群众中汲取更持久。追悼会当天，上千名群众流泪相
送。因为他，始终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头，一次次翻山越
岭、跋山涉水，一次次进村入户、细心聆听，一次次奔波劳
碌、倾力为民，“身”入基层、“心”入群众，换来了群众的拥
护和支持，赢得了群众的笑脸和口碑。他走了，但他“与人
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在为民造
福中坚守初心使命的身影，遍野花椒树记得，千万山区群众
记得。7

他是一个普通的乡镇干部，一个平凡的基层党员，如今成为洛阳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宣讲

的先进人物。

他短短46年人生，22年扎根农村，奋战脱贫攻坚一线，是同事们眼中勤恳的“老黄牛”；他是为山区群众

蹚开致富路的领路人，是所包片村干部的“主心骨”；他乐观幽默，亲民爱民，带领发展花椒产业，能讲技术能讲树枝，被乡亲们亲切

称为“花椒镇长”。

近日，中共洛阳市委印发《关于追授张书军同志“洛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开展向张书军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市各级

党组织要把学习张书军先进事迹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学习宣传。

脚上沾了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深情。张书军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默默无闻的付出，可他想的、干的，老百姓

看得见、记得住。他把为民情怀写在百姓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标注起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精神坐标。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宋会杰 张珂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王亚杰 李
航）自 9月份开展主题教育以来，洛阳市工信局深入实施

“旧账清零”“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让群众更满意”三
大行动和专项整治，局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共检视问题62
个，目前已有26个问题完成整改，36个问题正在持续整改
中。

该局先后协调解决银隆新能源电力供应、土工布推
广、环保管控等企业反映问题 34个；牵头与市财政、国资、
审计等部门建立工作协同机制，大力开展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截至目前，推动全市政府部门及其
所属机构、大型国有企业偿还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11.9
亿元。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以来，
洛阳市工信局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目标要求，广开言路听意
见，立行立改抓落实，把整改落实作为衡量主题教育成效
的重要标准，着眼解决实际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工业和
信息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今年 1-11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9、0.6个百分点。六大高成长性
制造业同比增长12.3%，制造业在全市工业占比84%，较去
年同期提升1.9个百分点，制造业规模质量不断提升。7

洛阳市工信局立行立改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他坚守初心、扎根农村22年，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11月，宜阳县香鹿山镇迎来了对香鹿山花椒品
牌进行生态食材评定的专家，顺利申报“中国生态食
材之乡”。

12月，在镇花椒育苗基地，工人紧张地起苗、蘸泥
浆、装袋、上车，一派繁忙景象；花椒田里，花椒专干、技
术员们奔走在田间地头，组织群众对花椒树进行冬季
管理，为来年花椒树长势好结果早打下基础……

这一切，“花椒镇长”张书军再也看不到了。
8月13日凌晨，香鹿山镇副镇长张书军因心脏

病发作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6岁。
他走得太匆匆。去世的前两天，他驱车到陕西

韩城考察过当地举办的花椒采摘节，深夜回来后还
在思索怎么把采摘节“嫁接”到香鹿山镇，农旅双轮
驱动，给群众带来更大收益。去世的前一天，仅仅休
息了几个小时的他照常上班，加班到晚上10点多钟
才吃了一碗刀削面充饥……

“张镇长心中装着每一棵花椒树，有时候天不
明他就来村里了，看到花椒地的草下车就薅，我种
植的花椒今年全部挂了果，还没来得及向他报个喜
呢……”香鹿山镇潘寨村党支部副书记、62 岁的
郝万超提起张书军，话语中充满了伤感。

花椒喜阳耐旱，而香鹿山镇山多沟多，十年九
旱，最适宜种植花椒。经过考察，香鹿山镇决定把花
椒产业作为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产业，强力
打造豫西花椒产业第一镇。2016年 5月到香鹿山
镇任职副镇长后，张书军就挑起了这个重担。

想要香鹿山镇的31个行政村、6万多人都心甘
情愿种上花椒，靠多少摞宣传文件、多么舌灿莲花的
话术都是没用的。

张书军出身农民家庭，又始终扎根农村，他从
未有一刻忘记，他是农民的儿子，要为农民谋幸福。
心中装着百姓，脚下便无惧艰险。

新官上任的“花椒镇长”烧起来的第一把火，
是请来该县锦屏镇马窑村的花椒种植大户金明欣
当技术顾问，由老金牵线，他开着自己的车，多次
到 500多公里外的陕西韩城学习经验，敲定了适
合香鹿山镇种植的花椒品种大红袍；与韩城的花
椒育苗户、种植户频繁对接，也打通了购买花椒苗
的渠道。

第二把火，张书军计划先树立承包大户作为典
型，为他们提供种植技术指导，鼓励他们带头种植。说
着容易做着难。刚开始推广花椒种植时，他也数不清
自己进了多少户，磨烂了多少双鞋，费了多少口舌。

留村的张金项以前种了200多亩庄稼，觉得简
单省事，不愿意改种花椒，张书军一次又一次登门
做思想工作，闲唠嗑，拉家常，说技术，讲收益，谈市
场，谈前景，多次鼓励，张金项终于开始大规模种植
花椒。今年，他的十几亩花椒全部挂了果，亩均增
收四五千元，尝到甜头的张金项作为项目带头人，带
动本村村民又种了600亩花椒。

当初，潘寨村民也是咋说都不愿种花椒，张书
军就在镇里开动员会，又给13个村民小组开小会，挨
家挨户开鼓劲会，在地头开现场会，一遍又一遍不厌
其烦给群众讲解种花椒的高效益、好前景。功夫不负
苦心人，2018年春，潘寨村种了2400多亩花椒。

从2018年开始，张书军先后9次带领 2000多
名群众到韩城学习技术“开开眼界”。

当年春天，全镇第一批1万亩花椒种上之后，张
书军创新花椒种植大户担任“花椒专干”覆盖每个花
椒种植专业村模式。如今，全镇20个花椒村，村村
有专干，户户懂技术。

“5万亩花椒地，300万棵花椒树，是他时刻装在
心头的宝贝”，2019年 6月，连续几个月不下雨，花
椒树旱了，张书军租了 40台洒水车，吃住在地，大
车进不去田里，就用小车把水送到田间地头。

拉水浇树成本太高，张书军又开始四处找水
源。中伏天大晌午，他听说马沟村有泉水，攀爬过
12道荆棘丛生的土堰，双手让枣刺挂出了血口子，
他弯腰捏点土摁上去，继续向前走。眼睛被汗水浸
红，全身衣服湿透，他把脸上的汗水一刮，甩出去，
继续赶路。多年患有高血压病，张书军知道这病最
忌讳疲劳、高温、激动，但他心里装着的，只有那
300万棵干渴的花椒苗，只有翘首以盼的千千万万
山区群众。终于看到一汪汩汩冒水的泉眼，他急忙
奔过去，捧起清凉的泉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兴奋
地说：“这回可好了！回去赶紧报项目，让水利部门

帮咱修建提灌站。”
一路耕耘，一路酸甜苦辣，张

书军总是和花椒办的工作
人员说，山里老百姓不

是不想致富，是找不
到致富路啊，咱们就
是那铺路的人，只要
群众走得快走得稳走
得远，咱走多少路，付
出多少辛苦都值得。

“张镇长原来根本不懂花椒，但他这个人很认真
负责，每次到韩城购苗，从出苗到装车，他都要亲眼盯
着，经常一忙起来就到深夜。从选苗挑品种，到种植，
管理、剪枝，他都要学，有时候因为一个问题弄不明
白，天快黑了还非要拉着我到地里，让我给他讲清
楚。”金明欣做香鹿山镇花椒顾问的三年，亲眼看着张
书军从“花椒小白”变成了“花椒专家”。

专家不是说成就成的。张书军的车内，副驾驶座
上、后排座上摞着厚厚的资料、书籍，后备厢里放着铁
锹、园艺剪、大水壶，一辆车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下脚的
地方。只要一入村，路过哪家花椒地，看着树苗上枝杈
多、长势满，他就停车下地，操起剪刀咔嚓咔嚓疏枝；有
的花椒树苗栽种方法不得当，他随手拿起铁锹，培土、
踩实，再顺手拿着水壶浇好水，一系列动作做得娴熟无
比。香鹿山镇5万多亩的花椒地都是他的“责任田”。

因为几乎每天都奔驰在山岭沟岔、乡间道路，车外
落了厚厚一层灰，车轮子上有干结的泥，有碎草末子，
张书军的白轿车变成了“灰”轿车。北留村村支书陈汉
以前见到张书军总喜欢开玩笑：“只要村里看到你那辆
脏乎乎的车，就知道张镇长又给俺们带来啥好信了。”
道路依旧，椒田依旧，却再也看不见那辆灰扑扑脏兮兮
的小轿车，再也见不到那张朴实憨厚的笑脸。

为了能随时随地指导百姓科学种植，张书军不仅
自己忙时下地，闲时看书，带着群众听专家授课，到花
椒种植基地认真观摩，硬是把自己培养成了“花椒专
家”，连镇农办的 9个工作人员都被张书军训练成了

“技术员”，培训课堂上能答疑解难，花椒田里能熟练
实操。一年多时间，镇农办变成了“花椒办”，张镇长
也变成了“花椒镇长”。

张书军和他的“花椒团队”成员们不论到哪个村，
椒农们都喜欢围上来，蹲在田埂上，跟他们唠唠嗑，说
说花椒长势谈谈挂果情况，亲如一家人。

为了让“摇钱树”结出“致富果”，张书军的心思用
到了细枝末节。

花椒挂果前空白期内，种植户的收入他也给安排
得很妥当。除了给种植户发放种植补贴，张书军还教
他们在花椒苗没长高的时候套种矮秆中药材，“张镇
长和镇上的中药材企业达成了合作，收获的中药材能
直接卖出去，比种粮食赚钱。”香鹿山镇花椒办的史功
伟说。

2018年冬天，张书军带着花椒种植户建立了育
苗基地。花椒苗从陕西韩城运到宜阳，不仅成本高，
根系也会受损，影响成活率，这个难题让张书军一直
耿耿于怀。现在，香鹿山镇实现了自主育苗，有了自
己的优质育苗基地，可他，却再也无法像往常那样，走
到花椒田里，闻着苗木清香，绽放欣慰笑容。

8月 9日，张书军最后一次开车赶往韩城参加花
椒采摘节，这段 500多公里的路程，他走了 20多次。
这次，他想把办得红红火火的采摘节搬回香鹿山镇，
充分利用全镇长达21公里的万亩花椒产业带，1个万
亩花椒示范园、8个千亩花椒示范园、21个花椒种植
专业村，5万亩种植面积，形成规模，树立品牌，给以后
的销路找保障，给百姓的钱袋找“靠山”。

这一趟，奔波了三天，8月 11日深夜张书军才回
到家里。

休息了几个小时，8月 12日，他又照常上班，一忙
就忙到了晚上，晚上 10 时 47 分他才吃了一碗刀削
面，发了最后一条朋友圈。

以初心换民心 做百姓贴心人

守初心用巧劲
“摇钱树”结硕果

12 月 13日，《绿水青山——张庆华彩墨山水画艺术
展》在洛阳美术馆开展。

张庆华，国家一级美术师。此次展出共计六十幅精品
山水画，因其笔墨相生，艺术精湛，画山气势磅礴，画水烟
波浩渺，受到了洛阳社会各界艺术名人和观众好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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