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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 凝聚中原更加出彩的强大动力
8月 15日，新华社、省委宣传部在兰考举行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理论研讨会，同时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理论研讨会（第三场）。会议强调，要深化研究阐发、加强传承弘扬、积极自觉践行，挖掘好、

利用好焦裕禄精神中蕴含的宝贵财富，奏响“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河南强音，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埋头苦干，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现将会议发言内容摘编刊发。

□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记
李明俊

焦裕禄书记当年十分重视党的建
设，领导干部作风问题“十多十少”和
挖掘基层典型等做法至今仍值得学习
和发扬。兰考切实用好钙源，118 名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干部”典型引
领，不断擦亮“新时代传承弘扬焦裕禄
精神示范县”名片；“四大班子齐上
阵”，统揽抓好县域重大任务；243个村
376面“红旗”示范引领，积极创建“五
星”支部，不断营造干的氛围。践行焦
裕禄书记对群众的那股亲劲，带领百

姓过上美好生活。焦裕禄书记当年所
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贫苦百姓过上
好日子。兰考推进优质教育均衡发
展，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新改建改
造 13 所敬老院，逐步实现高品质生
活；坚持共建共享，全面推广“一宅变
四园”1 万多户；评选“文明户”2.6 万
户，“幸福饺子宴”等活动引领社会新
风尚。践行焦裕禄书记抓工作的那股
韧劲，让强县富民之路越走越宽。兰
考把产业作为强县之基、富民之本，强
化家居产业生态，产值突破 380亿元、
带动就业 8万人；建设音乐小镇，深化
与中央音乐学院合作，蓬勃发展的民

族乐器成为“精神变物质”的最好见
证；特别是加快兰考纳入郑开同城化
进程，设立 30 平方公里“特别合作
区”，积蓄强劲发展动能。践行焦裕禄
书记干事业的那股拼劲，擦亮兰考之
变的亮丽底色。新时代的兰考人，在
焦裕禄“敢教日月换新天”精神的激励
下，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
力推进城乡贯通、融合发展，1590 公
里农村公路畅达所有自然村，把一条
条河流建成蓄积量 0.9 亿立方米的条
形水渠，造林绿化 20万亩、植树 3000
万株，大幅提升城市“肺活量”，水清、
树绿、干净、有序成为新常态。⑩5

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李庚香

读懂焦裕禄心中的“三棵树”。焦
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干部的好
榜样。焦裕禄同志逝世后，人们在他
的日记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想，
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就要像松柏一样，
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
雪地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还
要像杨柳一样，栽在哪里活在哪里，根
深叶茂，茁壮旺盛；要像泡桐那样，抓
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地为人民贡献
出自己的力量。”这是对焦裕禄同志一
生最生动的写照。

读懂焦裕禄身上的“三股劲”。焦

裕禄是一本永远读不完、常读常新的
书。2014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
听取河南省和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对焦裕禄精
神作出“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
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三股
劲”的概括。对群众的那股亲劲，彰显
的是人民至上、初心如磐、公而忘私的
公仆意识。抓工作的那股韧劲，体现
的是百折不挠、科学求实、迎难而上的
优良作风。干事业的那股拼劲，折射
的是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
不懈追求。“三股劲”，反映的是焦裕禄
同志鲜明的人民立场、优良的工作作
风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读懂焦裕禄精神时代价值的“三
宝”。焦裕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
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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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一科
学真理。二是始终坚持对党忠诚就是
对老百姓好这一朴素道理。三是始终
坚持党同人民一道“团结奋斗”这一历
史哲理。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
认真传承好焦裕禄留下的这“三宝”，
深刻领悟蕴含于其中的道理、真理和
哲理，真正把握焦裕禄精神的精髓，固
本求新，守正创新，在不负人民中书写
新的篇章。⑩5

行走河南，读懂焦裕禄精神

□平顶山市委常委、汝州市委书记
陈天富

始终做到心中有党。作为新时代
县委书记，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就必
须始终把对党忠诚、政治坚定放在第一
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大是大非面
前旗帜鲜明，在风险考验前无所畏惧，
在关键时刻靠得住、顶得上、打得赢。

始终做到心中有民。自觉践行焦
裕禄精神，我们就能更加拉近与群众的
距离，更加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作
为新时代县委书记，我们必须要像焦裕
禄书记那样，“有一种骨子里的爱民情

怀”，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群众，真诚倾
听群众的呼声，真心关心群众的疾苦，心
里始终装着群众，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始终做到心中有责。50多年前，
面对兰考“三害”，焦裕禄书记带领干部
群众战天斗地，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奋斗精神改变了兰考面貌。作为新时
代县委书记，就要像当年焦裕禄书记治
理“三害”那样，牢记职责使命，强化责
任担当，尽心尽责干事，下功夫解决好
推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难题，真正做
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始终做到心中有戒。焦裕禄书记
因为一张电影票的提醒，亲自起草了
有名的“干部十不准”，不准任何干部
及其家属特殊化，真正成了老百姓的

“自己人”。县委书记是一个地方党风
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传承弘扬焦
裕禄精神，我们就必须做到依法用权、
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始终做到心有所
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必将大力传
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心中四有”，
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绝不辜负组织
的重托和群众的期盼。⑩5

始终做到“心中四有”

□省社科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王承哲

凝聚实现“两个确保”的强大正能
量，就要像焦裕禄那样虚心学习，善
于学习。“不蹲下去，看不清蚂蚁。”这
是焦裕禄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干
事创业的经验之谈。他所说的“蹲下
去”就是要沉下身子向书本学习，向
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在焦裕禄看
来，“越有困难，越要学习毛主席著
作”“思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加紧读毛
主席的书”。他在兰考治理“三害”的
时候，不仅虚心向当地群众请教，而
且经常品尝碱土的味道。新时代新征
程，要像焦裕禄那样俯下身子拜群众

为师，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更多的“金
点子”，从实践中得到更多的“好方
子”。

凝聚实现“两个确保”的强大正能
量，就要像焦裕禄那样真抓实干，科
学求实。“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为摸清“三害”的脾气，焦裕禄带头顶
风沙查风口、探流沙；带头冒暴雨观
察洪水流势和变化。为根治“三害”，
他忍着病痛带领群众翻淤压沙压碱、
植树造林。新形势新任务，要大力弘
扬焦裕禄的实干精神和求实作风，发
扬焦裕禄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
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躬
身入局，从第一手资料中看问题、找

规律、想办法，用心用情用力解难题、
办实事。

凝聚实现“两个确保”的强大正能
量，要像焦裕禄那样以身作则，无私奉
献。从缝了42个补丁的被子到亲自起
草《干部十不准》，焦裕禄用自己的言
行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真正本色。新的
历史时期，要像焦裕禄那样时刻对照
党员标准，时时坚守廉洁情操，处处严
格要求自己，做到律己修身，洁身自
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只有这样，
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支持，才
能凝聚起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的绚丽
篇章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
力量。⑩5

凝聚实现“两个确保”的强大正能量

□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 鲁献启

焦裕禄已经去世 58年了，为什么
什么时候学习，都会让人心潮澎湃？为
什么什么时候对照，都会让人拷问良
心？为什么什么时候提起他，人们都说
他好？这个全党学习的榜样，究竟为什
么让人们永远地怀念着他？一是焦裕
禄有情怀。他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怀
有深厚的感情，他是带着感情去领导群
众改变兰考面貌的，理解了他的感情，
也就理解了他的言行。二是焦裕禄勇
担当。他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勇于担
当，敢于斗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三是焦裕禄重人品。

他将义与利的取舍上升到人格的终极
高度，追求为人从政之道的核心境界。

焦裕禄的形象之所以感动百姓，
感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身上体现
的是人性，是人道情怀，是中华文明的
核心价值。

我和兰考的广大干部一样，都是在
焦裕禄老书记的领导下，在焦裕禄革命
事迹的教育下，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
工作成长的，一步步走过来的。在长期
的工作岁月中，无论走到哪里，我心里
始终都没忘记过我们的老书记——焦
裕禄的光辉形象和谆谆教诲。2006
年，我办理退休手续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筹备成立“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

会”，研究会成立后，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开展的各项主题教育，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指导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提出这
样一个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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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扪心自
问！进入新征程，面对赶考征途中的
千难万险，面对人民群众的期待盼望，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把焦裕禄精神作为
检验党性原则的标尺，做一名忠实的
焦裕禄精神传承者，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像焦裕禄那样为党分忧、为民解
难。⑩5

做一名忠实的焦裕禄精神传承者

□开封市委书记 高建军

深学焦裕禄精神，增强政治“三
力”。焦裕禄同志把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而奋斗作为人生目标，直至生命的
最后一刻，生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
的忠诚。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们更要像焦裕禄同志一样，始终
保持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细照焦裕禄精神，敢于担当作

为。焦裕禄同志靠着一辆自行车和
一双铁脚板，摸清了“三害”发生的特
点和趋势，展现了“拼上老命大干一
场 ，决 心 改 变 兰 考 面 貌 ”的 责 任 担
当。开封市以“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
精神”的决心抓党建、带队伍、强基
础，今年上半年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巩固形成
了稳中向好的态势。面对更加复杂
的内外环境、更加艰巨的发展任务，
我们更要像焦裕禄同志一样，坚持

“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
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以前瞻 30
年的眼光想问题、作决策、谋发展，敢
于挑重担、打硬仗，善于创新性开展

工作。
笃行焦裕禄精神，永葆为民情

怀。焦裕禄同志说，“共产党员应该在
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
前”，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
的鱼水深情。开封市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全力做好“一老一小一
青壮”等民生工作，让发展成果惠及更
多群众。“赶考路”上面对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我们更要像焦裕禄同志
一样，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最大追
求，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挂在心上，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⑩5

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同志女儿 焦守云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58年了，58年
来，我们一直在深深地怀念他。58年
了，我们从懵懂少年到了古稀之年，也越
发怀念和父亲相处的日子，父亲生前的
殷殷教导，历久弥新。父亲去世后，母亲
是焦家家风第一传承人，母亲经常告诫
我们，“你们要是在外惹了事，人家不说
你们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会说你们是焦
裕禄的孩子”。这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
我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是压力也是动
力。长大后，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踏实工作，继承父亲的遗
志，赓续红色精神。这些年，我们积极宣

传父亲的精神，先后参与了电影《焦裕
禄》《我的父亲焦裕禄》的创作宣传。

我们教育孩子们，把传承老一辈的
精神当成毕生的责任，培养他们的参与
意识。我的儿子余音是中国音乐学院
毕业的歌剧演员，他在音乐剧《焦裕禄》
和歌剧《盼你归来》中出演他的姥爷。
参与创作演唱了歌曲《念奴娇·追思焦
裕禄》，电视剧焦裕禄主题歌《喊了一声
娘》《焦桐花儿开》《焦裕禄之歌》等。现
在焦家的第三代都过了而立之年，焦家
的第四代也在茁壮成长。他们文化基
础高，知识全面，思维敏捷，在各个工作
岗位上积极进取做出了成绩。他们都
善良、朴素、孝顺，也记住了父亲给我们

规定的家风，“要热爱劳动，不能不劳而
获，要艰苦朴素，不能比吃比穿，领导干
部的家不能搞特殊化”。

今年 7月份我和儿子余音跟随中
央党校的同志一起踏上寻找父亲初心
的路，我们从老家博山出发，沿着父亲
走过的路，到了他旧社会讨荒要饭的
宿迁，到了他当劳工出苦力的抚顺，到
了他南下打土匪的地方尉氏，到了他
搞工业造我国第一台提升机的地方洛
矿，最后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兰考，一路
上，我们心潮澎湃！

继承是为了更好的传承，我们作
为焦家的子孙，有责任把父亲的精神
传承下去。⑩5

赓续红色精神 传承良好家风

□中信重工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王恩隆

学习焦裕禄就是在锤炼党性。
我们学习焦裕禄，就是在坚定理想信
念、践行入党誓言。我们每名党员都
要把焦裕禄作为自己精神的路标，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以焦裕
禄为榜样，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党
性修养，永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矢志不移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终生。

学习焦裕禄就是在崇尚英雄。以
焦裕禄为榜样，一代代中信重工人崇
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形成了
新中国第一代女车工劳模刘玉华、新

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杨奎烈、河南
省第一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杨金安
等英雄谱。也正是依赖这样一支英雄
辈出的队伍，中信重工的发展始终充
满希望。我们每名党员都要把焦裕禄
作为自己心中的英雄，以焦裕禄为榜
样，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拥戴英雄，捍
卫英雄，争当为中信重工事业不懈奋
斗的先锋，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而
努力奋斗。

学习焦裕禄就是在培育情怀。苦
难辉煌、玉汝于成，中信重工已经走
过了 65年的风雨征途，65年来，从老
洛矿到新重工，一代代洛矿人、中信
重工人接续奋斗，参与并见证了三峡

工程、神舟系列飞船、辽宁号航空母
舰、C919 大飞机等国家重大项目建
设和重点项目产品的研制生产，充分
彰显了中信重工人工业强国、实业报
国的情怀和担当。我们学习焦裕禄就
是要心无旁骛甘心干工业，就是要毫
不动摇扎根在工厂，就是要精益求精
立志成工匠，就是要争当新时代工业
战线的优秀指挥员，聚焦国家“卡脖
子”技术难题，在本职岗位上专心专
注、创业创新，在打造世界一流先进
装备企业的进程中拼搏奉献，在建设
国家创新高地、实现中国制造业强国
梦的奋斗中升华小我、塑造自我、成
就大我。⑩5

焦裕禄精神在中信重工的传承与弘扬

编者按

□兰考县葡萄架乡党委书记 曲杰

乡村振兴工作任重而道远，想要
转变群众过去“等靠要”、守土安贫思
想观念，就要帮助贫困群众破解发展
难题、谋划发展蓝图、量身定制脱贫计
划。我们围绕“一心、两园、三片区、三
基地”产业发展格局，探索“农业、畜
牧+服务”的“2+1”发展路子，聚力建
设湖羊蜜瓜种养结合现代化产业园，
新建连体塑料大棚 27座 410亩，全乡
蜜瓜种植近6000亩。2021年底，全乡
1018户 3503人全部脱贫；监测户 111

户 379人，已消除风险47户 138人，未
消除风险 64户 241人，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1.5万元。

为了提高干部的工作效能，我结
合乡镇实际，研究制定《葡萄架乡“红
黑旗”评比制度》，创新“1234”工作法，
激发干部从“听、想、说、干”四个方面
对每一项工作、每一个任务理解透彻、
分析透彻，让“三个不一样”工作理念
深入人心，做到工作前有谋划、工作中
有汇报、工作后有结果，为奋力谱写出
彩葡萄架新篇章而不懈努力。近年
来，下发督查通报 102期。其中，表扬

类45期，批评类57期。
在“一宅变四园”提升中，我们结

合环境改善提升，找准推动工作的着
力点，与群众座谈听取“好点子”；结合
各村的特点，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在保持村庄原有形态，保留乡村风貌
和园田风光的基础上，拆除院墙、门楼
497户，新建主次干道 20320平方米，
铺设污水管网 7800米，一宅变四园改
造79户 13800平方米，美丽庭院23户
4152 平 方 米 ，外 立 面 改 造 271 户
56200平方米；坚持能拆尽拆，让村容
户貌透绿、透风、透景。⑩5

□兰考县三义寨乡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
陈保超

根植人民情怀，做亲民爱民的“好公
仆”。亲民爱民是焦裕禄精神的核心内
涵。为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带领群众多
次到山东寿光参观学习温室大棚建设，
结合村情实际专题研究产业发展思路，
最终为村庄选择一条建设温室大棚、发
展高效农业的致富道路。新建第一批温
室大棚共38座，村内参与种植122户，
每户年均增收10万元以上，通过切实增
加群众收入，将焦裕禄精神落实到了群

众的心坎上，真正提升了群众满意度，村
党支部同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树立
了村党支部的威信，起到了带头作用。

磨炼求实作风，做为民办事的“实
干家”。工作中的焦裕禄书记是一位实
干家。他总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
道”“不蹲下去看不清蚂蚁”。我们把学
习贯彻焦裕禄精神与为民办实事结合
起来。在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工作中，
2020年 10月白云山村在兰考县率先
开展农村宅基地改革工作，实行“一户
一宅”，盘活闲置宅基地，同时大力推进

“一宅变四园”规划。根据全村整体设

计，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全村 315户
拆除院墙 37000 平方米，门楼和配房
9700平方米，围墙拆除后，村内盘活整
合闲置土地 60亩，院内种植果树和苗
圃，在房前屋后种植核桃树及其他经济
作物，发展庭院经济，使焦裕禄精神在
白云山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生根发芽。

追忆“焦桐”，这是一棵精神之树，
长在兰考百姓心中，更长在无数后来
者心中。我们白云山村要通过学习贯
彻焦裕禄精神，秉持干事业的拼劲、干
工作的韧劲、对群众的亲劲，推动基层
乡村可持续发展。⑩5

焦裕禄精神照亮前进方向 躬身践行焦裕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