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
!"

年代初! 他来到内涝"风

沙"盐碱#三害$肆虐的兰考!拖着患有肝

病的身体!带领全县人民斗盐碱%抗洪涝"

治风沙!最终病死在工作岗位上&临终前!

他对组织上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我运

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

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

如今的兰考大地! 间作的泡桐 !成

行+成方%成片!昔日的盐碱地早已变为

今日的大粮仓&

他! 就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

裕禄!一面飘扬了半个世纪的旗帜&

立誓!"不改变兰考的面
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

焦裕禄! 山东淄博市北崮山村人 !

!"#$

年
%

月
&'

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

里&

&"('

年
&

月!焦裕禄光荣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

年冬!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他

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 !是

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 片片内涝的洼窝

里! 结着青色的冰凌* 白茫茫的盐碱地

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这年春天!

#)

万

亩麦子被风沙打毁*秋天!

*)

万亩庄稼被

淹坏!盐碱地上
&)

亩禾苗被碱死!全县

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灾情是如此严重! 焦裕禄却没有丝

毫的退缩和犹豫& 他坚定地说'(感谢党

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 越是困难的地

方!越能锻炼人& 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

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

第二天! 当大家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

书记时!他已经深入到农村调查访问去了&

兰考是一个老灾区& 当时!县里有些

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 对改变兰考面貌

缺乏信心& 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还是

两手向上%依赖救济呢-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焦裕禄召集在

家的县委委员开会& 人们到齐后!他没有宣

布议事日程!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此时的兰考车站!北风怒号!大雨纷

飞&车站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

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

从这里开过& 灾民们穿着国家救济的棉

衣!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指着可怜的灾民!焦裕禄沉重地对同

志们说'(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

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 党把这个县
*'

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

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他语声

哽咽!再也讲不下去了)

焦裕禄坚定的革命意志! 深深感染

了县委的领导!感染了全县的党员+干部

和群众!增强了广大干群团结奋斗!改变

兰考面貌的决心和信心) 在他的带领下!

县委领导干部!纷纷走出县委机关!到农

村住队蹲点!带领人民抗灾救灾)

摸底! 追沙追到沙落地&

查水查到水归槽
焦裕禄深知!这涝+沙+碱三害!自古

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 要制服(三

害$!把它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

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
&)%)

平方公

里土地的自然情况摸清摸透! 亲自去掂

一掂兰考(三害$的分量究竟有多大)

于是!县委先后抽调了
&#)

名干部+

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

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

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焦裕禄的肝病已相当严重!许

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 劝他在家里听汇

报) 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他

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

的原野上日夜奔波) 追沙!他一直追到沙

落地*查水!他又是查到水归槽) 干旱季

节! 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

的含碱量) 就这样!他忍受着严重疾病的

折磨!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坚

持度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白天和黑夜!跑

了一百二十多个大队 ! 跋涉
#+))

余公

里!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 全县

有大小风口
%(

个! 经调查队一个个查

清! 编了号+ 绘了图* 全县有大小沙丘

&'))

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

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

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一

个详细的排涝泻洪图终于绘制出来)

在县委的领导下!在榜样的鼓舞下!

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

开展起来了)

在除(三害$的斗争中!为了取得经

验!焦裕禄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

面积翻淤压沙+ 翻淤压碱+ 封闭沙丘试

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 他还给自

己规定! 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

要内容! 下乡时就地劳动* 在机关值班

时!临近劳动..

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兰考的除(三

害$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本色!谁也不准特殊化

焦裕禄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

活比较困难! 有人劝他给家人领一点救

济!他断然拒绝) 他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

活+干重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一次! 焦裕禄发现大儿子去看了场

戏!便问戏票是从哪里来的!孩子说'(收

票叔叔向我要票! 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

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 $焦裕

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

一顿! 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

院)后来!他还专门起草了一个0干部十不

准1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

从焦裕禄的遗物中人们看到!他的办

公桌+ 文件柜都是原兰考县委初建时买

的!有不少地方破损) 当时有人劝他换个

新的!他没有同意!而是修了修照样使用)

焦裕禄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很多次!

补了又补!缝了又缝) 他用过的一条被子

上有
(#

个补丁! 褥子上有
*'

个补丁!同

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不肯!他的爱人最

后生气了!不给他补!他就自己动手补)一

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潢一下领导干部的

办公室!焦裕禄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

不能革命吗- 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

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

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的) $

抗病!'死了也要看着兰
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

&"'(

年春天! 正当兰考人民同涝+

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

病也越来越重了) 他开会+作报告!经常

用右膝顶住肝部!不断用左手按住疼处)

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

顶住肝部) 天长日久!他坐的藤椅!竟被

顶出一个大窟窿)

焦裕禄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里 )

他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 你压住

它!它就不欺侮你了) $组织上劝他住院

治疗!他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给他请来

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药方!他嫌药贵不

肯买*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

让他服下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一次! 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一位同

志去三义寨公社检查工作) 走到半路!他

的肝病发作!疼得厉害!两个人只好推着

自行车慢慢地走到公社) 大家看他脸色

不好!就劝他休息一会!他笑笑说'(谈你

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就这样!

焦裕禄一边听着汇报! 一边按着作疼的

肝部记笔记) 剧烈的肝疼使他手指发抖!

钢笔几次从手中掉下来22

&"'(

年
*

月! 焦裕禄的肝病到了严

重关头! 剧烈的疼痛使得他不得不服从

党组织到外地去治疗) 而此时!兰考人民

除(三害$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 他是多

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 正像一个指挥员

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

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

不安) 临行那一天!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

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 火车开动的前

几分钟!他还在认真地布置工作!要县委

的同志们抓好抗灾斗争)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越来越重) 护士

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 他感到自己

的病已无法治疗! 便摇摇手说'(我不需

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 $

县里的同志和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

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的却是县里的工作+

生产情况'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 赵垛楼

的庄稼淹了没有- 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

得咋样- 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22

弥留之际! 面对前来看望他的领导

和群众!焦裕禄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

(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

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 我死

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

我只有一个要求! 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

考!埋在沙堆上)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

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

&"'(

年
+

月
&(

日!焦裕禄的心脏停

止了跳动!终年
(#

岁) 一个优秀的共产

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

人333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 +彻

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

他死后! 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

两本书 '一本是 0毛泽东选集 1!一本是

0论共产党员修养1)

!

本报记者 郭海方 实习生 肖利珍

焦裕禄!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焦裕禄!

!"#$%&"'(

" 出生于山东博山崮山镇北崮山

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因家庭贫寒#幼年只读了几年书$ 日伪

统治时期#被抓劳工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

&"()

年秋#

他给地主当长工$

&"('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

月

参军到了河南#历任尉氏县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

年团县委副书记及团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

&"*)

年

'

月# 任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车间主任% 科长#

!"'$

年
'

月# 任尉氏县县委书记处书记#

!"'$

年
!$

月任兰考县委

第二书记%书记$

!

"" ""

""

!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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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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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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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印#河南省卫辉市人#

!"($

年
"

月生$ 现任新乡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

(+

多年来#他
深深扎根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带领群众治穷致富#赢得了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他在卫辉狮豹头工作期间#带领群
众打山洞%筑大坝#建水库和蓄水池#使一穷二白的山区发生
了巨大变化$

&",-

年#他调任唐庄乡党委书记#带领群众建
起了万亩林果园%万亩蔬菜田#兴办了无氧铜杆厂%水泥厂等
企业#使唐庄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

年#中组部%中宣
部和河南省委先后下发通知#号召在全国%全省范围内开展
学习吴金印活动#称他为&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

!

吴金印!

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

一顶半旧单帽 !一双黑布鞋 !数十

年不变的装束 !却使他风采不减 *从健

壮小伙儿到花甲老人!他长期工作在农

村基层!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了挚爱的

土地)

(老百姓养鸡为下蛋! 养狗为看门!

养我们干部为啥- 如果我们不为老百姓

办事!连鸡狗都不如) $这是他的口头禅)

这个可爱的老人就是吴金印! 现任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卫辉市唐庄

镇党委书记)

()

多年来!他扎根基层!身

不离农村+心不离群众!带领群众治山治

水+脱贫致富!树立起农村基层党员干部

的良好形象! 赢得了乡亲们的拥护和爱

戴!被群众称为(太行公仆$)

带领群众治山治水

吴金印
&"(#

年出生于卫辉一个贫

苦农民家里!

&%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

时期! 党组织把他送到河南省团校和中

央团校学习) 穷苦出身和党的培养教育!

使吴金印对农民群众一往情深)

&"'"

年!

#,

岁的吴金印担任卫辉市

狮豹头公社党政一把手) 当地
")-

的群

众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 看到群众的

贫苦生活!吴金印暗下决心!一定要带领

群众改变落后面貌)

他背上干粮! 平均
&

天翻
+

座山!

,

天穿烂一双鞋! 跑遍了
$)))

多道沟岭!

(向荒山要耕地!向秃岭要粮食$的规划

由此产生) 选址定方案!带领山区群众治

山治水+拦河筑坝+修渠打洞..昔日的

穷山沟终于结出金灿灿的果实)

吴金印在狮豹头乡工作
&+

年! 有
,

年住在军烈属+五保户家里!

%

年住在治水

工地!带领群众打通了
'

个山洞!筑起
%+

道大坝!建造水库+蓄水池
$+

座!修水渠

总长
*.%

万米!架桥梁
%

座!修筑山区公路

$)

公里!植树
$)

万株!造出良田
$())

亩)

)农民不富&我心不安%

(农民不富!我心不安$这句话常常

挂在吴金印的嘴边)

&"%,

年吴金印调到唐庄任乡党委书

记!上任伊始!就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唐庄

发展的新思路) 唐庄西部有山!就靠山吃

山!在石头上做文章*东部地处平原!土

质好且交通便利!利于发展大棚蔬菜*北

部丘陵干旱地薄! 适宜种植耐旱的林果

树木* 南部低洼地带适宜发展粮食和养

殖业) 吴金印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出了(西

抓石头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乡镇企

业挑大梁! 沿着国道做文章$ 的发展策

略!充分利用当地情况!科学发展)

(过一沟又一沟!沟沟都是石头) $在

西部唐庄后沟的石头山里! 不长粮也不

长果!村民们辈辈靠着救济过日子!过着

半饥半饱的生活) 吴金印通过调查发现!

村民是(坐在摇钱树下没钱花!守着金山

要饭吃$) 山区里的石头是优良的建筑材

料!可以制成石砟!剩余材料还可以加工

成石灰) 吴金印带领群众修好了通往山

下的路后!通往富裕的大门敞开了)

乡里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农民建厂 !

宣布建一个石砟厂! 奖励一台价值
(

万

多元的碎石机) 沉寂的荒山一下子沸腾

了起来!短时间内就建起近百个石砟厂!

数百辆运输车来回奔波在山间! 载出去

的是石砟!带回来的是票子) 村民富了!

家家住上了新楼房!户户有存款)

村民生活好了! 但是吴金印渐渐发

现!天不蓝了!水也不清了!呼吸不畅快

了) 原来!石砟厂污染太严重!加工制作

时由于没有环保措施!粉尘漫天飞!致使

附近村民吃饭都要捂着碗! 否则碗里就

会浮上一层土) 在国道两旁种植的桃树

也遭了殃!变成了泥桃!销路受到影响!

果农收入下滑)

吴金印心里着急'(如果发展以牺牲掉

青山绿水为代价!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发展要着重长远!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

吴金印胸有成竹!要发展!只能科学

发展) 关闭小石砟厂!可以建立年产
&

万

吨以上的大型封闭式石砟厂! 并且对石

砟厂重新设址)

$))+

年!镇政府开始采取

多项优惠措施促使小石砟厂关闭) 如今!

原来的
&))

多家石砟厂只剩下
&)

多家!

但产值却由过去的
%)))

多万元增长到

如今的
*

亿多元)

&""+

年!唐庄撤乡建镇)由于正确的

发展思路!唐庄人富起来了!农民争先恐

后地盖新房) 一方面缺少规划! 易形成

(空心村$*另一方面设计不合理!常常是

(爷爷盖了父亲拆!父亲盖了儿子拆$!总

之是既浪费金钱!又浪费土地)

吴金印常说'(普天下啥最珍贵- 土

地最珍贵) 万物土里出!人靠土地养活!

土地是农民的4铁饭碗5!一定要为子孙

后代留下足够的土地) $ 通过和群众商

量!请专家(会诊$!吴金印带领的镇领导

班子决定带领群众建乡村别墅)

(唐庄镇的别墅都是4五统一5!即统

一规划+统一面积+统一朝向+统一台阶+

统一高度!群众和干部一个样) $镇干部

向记者介绍说) 每套别墅造价
'

万元左

右!其中镇政府给予两万元补助) 如今!

当地农民家的别墅里装修齐全! 现代化

家电+家具样样都有!唐庄人过上了城里

人的生活)

大山为他作证

如今的唐庄镇俨然一个小城镇) 银

利达彩有限公司+ 春江水泥厂等几十家

企业蒸蒸日上! 厂区内上万名员工在忙

碌*

$%

座石灰窑热浪滚滚! 机器轰鸣*绿

色大棚里采摘的蔬菜走进千家万户!万

亩桃园内果农不用出园就能将桃子卖到

全国各地22

村民们(离土不离乡$!在家门口的工

厂上班!闲时可以在家里的健身器械上活

动活动筋骨! 到文化中心参加文娱活动!

或者参加技术培训22生活丰富多彩的

村民脸上的笑容是吴金印最大的安慰)

百姓心中有杆秤! 吴金印做的事情

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唐庄人都知道!

吴金印一年到头待的最多的地方是老百

姓的田间地头) 他们也知道!

$))&

年!在

带领群众治山治水+ 修池修路的时候!吴

金印曾经多次累倒在工地上)但他们不知

道的是!在凤翅山攻坚阶段!吴金印吃住

在工地!一天发现自己不仅下腹疼痛而且

尿血!他私下里咨询了自己当医生的妹妹

才得知! 自己很可能患上了恶性肾囊肿!

但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吴金印把镇领导

班子成员集合在一起说'(我到北京跑招

商的事情!你们在家把工作安排好)$为了

不惊动乡亲!他凌晨
$

点坐火车离开唐庄

镇!仅由妹妹和儿子陪同!到北京做了肾

切除手术!然后休息十几天又神不知鬼不

觉地回到工地)至今只有少数人知道吴金

印当时去做手术这件事)

出于对吴金印由衷的感激和爱戴 !

乡亲们一致要为他立碑! 最初是立在水

库边上!上写(我们的好书记吴金印$) 吴

金印得知情况后! 拿着小石头把石碑上

的(吴$字敲掉!群众发现后!还以为有人

故意破坏石碑! 就群情激奋地表示要惩

罚(破坏者$)

吴金印知道后赶紧做群众的工作 '

(给乡亲们办事是应该的!你们要给我立

碑!这是不合适的) $但朴实的群众不愿

意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 我们立碑

是要让后代忆苦思甜! 让他们知道有吴

书记才有我们的今天) $ 吴金印百般劝

解!最后终于说服群众把碑拆掉)

但老百姓真挚的情感如何表达- 最

后!当地百姓以大山为碑!把(吴金印$三

个字刻在了山上!山就是碑!碑就是山!

雨淋不掉!风刮不走!想拆也拆不了!大

山再次为他作证)

无悔扎根农村

从狮豹头到唐庄镇! 吴金印始终把

百姓当成自己的爹娘) 在狮豹头乡池山

村烈属宋大娘家! 吴金印像亲生儿子一

样!为她担水+烧水+做饭+买药煎药*在

沙掌村蹲点时!给五保老人武忠挑水+喂

药+洗衣服!为老人修脚+端便盆22在

许多群众眼里!他是党委书记!更是他们

的朋友和亲人)

参加工作几十年! 吴金印多次主动

放弃组织上调他到上级机关工作的机

会!他扎根农村基层!心系农民!将自己

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挚爱的土地!

&""(

年

他被评为全国百名人民好公仆之一 )

&""'

年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光

荣称号!成为全国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

&"",

年他被中组部授予 (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荣誉多了!职务高了!但吴金印扎根

农村基层!心系农民的心却依然不变) 如

今!吴金印还在卫辉市唐庄乡!依旧像一

头老黄牛!踏踏实实地为群众工作)

(老百姓最通情达理!你和他们心贴

心!为他们干实事!他们就拥护你+支持

你$) 吴金印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动情地

说!(扎根农村!是我无悔的选择) $

!

本报记者 李宗宽 马丙宇

说起唐庄镇的变化!吴金印侃侃而谈"唐庄镇农村别墅一角"

在杏园大棚内了解杏的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