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龙之变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辉县市回龙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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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的悬崖绝壁将全村分为崖

上和崖下两大居住区#尽管这里有号称道

家发源地的$老爷顶%和千年历史文化古

迹$真武观%&尽管这里曾是革命老区!有

着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作风!但这里的人

们却世世代代与贫穷为伍!甚至到了改革

开放的年代! 这里的年人均收入仍不到

(""

元' 当地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住在

深山沟!守着光石头!穷的叮当响!鬼见都

发愁!小伙打光棍!闺女往外走' %更令人

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的穷山村!却多

年来群众之间闹对立! 干部之间闹矛盾!

封建迷信成风!打架斗殴不断'

'%,"

年! 张荣锁退伍回到位于大山

深处的家乡' 面对$运输靠人背!磨面靠

石碾!照明靠油灯%的状况!张荣锁说不

出的心痛' 为了养家糊口!他再次走出大

山!下矿井!卖药材!采石头!靠着勤劳的

双手!几年间他成了远近闻名的$百万富

翁%' 然而!有了私家车!有了城里住房!

张荣锁的心里却没有一天舒坦'

'%%(

年
'"

月! 已经拥有
!""

多万元

资产的$全镇首富%张荣锁主动向镇党委请

缨!要求回到回龙村当党支部书记' 他说(

$我放着)百万富翁*的日子不过!图的是借

一个舞台实现当年我走出大山时的梦想!

那就是带领村民把回龙村变成小康村+ %

上任伊始!为改变山村一穷二白的面

貌!扭转回龙村又穷又乱的局面!

($

岁的

张荣锁带领支部一班人用了一个月时间

走遍回龙村
!"

平方公里的山山岭岭,沟

沟坎次!结合实际响亮地提出了$出路在

山!致富在人%和$与天斗!与地斗!坚决不

搞窝里斗%的口号'翌年初冬!他发动全村

)("

名劳力齐上阵!开赴一座座杂草丛生

的荒山野岭!挖石刨土!砌石垒岩!展开了

一场恶战' 张荣锁带头吃住在工地!一百

多斤重的石块往肩上一放! 他扛起就走!

肩头磨出了血!砸烂了脚!他咬紧牙关照

样干' 就这样!张荣锁带领全村的干部群

众连续奋战三个冬春! 治理荒坡
,

座!栽

植果树
(*"""

多棵' 随后!他又带领村民

修筑了
(-*

公里柏油路! 接通了山外公

路!结束了回龙村$与世隔绝%的历史'

有了公路!货畅其流!山里的$特色经

济%迅猛发展' 改造荒山"发展林果"通水

架电"修路建校"开发旅游"筹建新村--

一年一件实事!一年一层台阶!凭着深情

的向往和执着的追求!张荣锁带领全村群

众以超越自我的奋斗!把昔日的$苦回龙"

穷回龙"乱回龙%变成了一个$强回龙"富

回龙"新回龙%!昔日穷得叮当响的村民们

腰包鼓了起来!$冒尖户%的积蓄达到了几

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回龙村还成为新乡

市首批命名的$小康村%'

!四百壮士"

回龙村境内的老爷顶海拔高度
#$++

米'老爷顶下一处平均高度
!++

多米的悬

崖绝壁!将回龙村一分为二' 绝壁之上有

*

个自然村!居住着
(,+

口人!村民世代

只能靠挂在绝壁上的一架$老爷梯%爬上

爬下' 在不到
!+

年时间里!就有
#,

人被

$老爷梯% 吞噬了生命' 张荣锁发誓要把

$老爷梯%变成$通天路%!让崖上的乡亲也

过上好日子'

$修路上崖!简直是异想天开+ %村民

闻讯无不摇头' 他们太熟悉$老爷梯%了(

为了方便香客到山顶道家鼻祖修炼圣地

真武观朝拜!从明"清到民国初期!当地官

员曾
)

度率众到崖前修路!皆无功而返'

$共产党人就是敢于创造奇迹的人+

就是千难万险! 也要在万仞绝壁上开出

通天大路+ %张荣锁心雄志坚'

#%%$

年冬天! 张荣锁带领
#*+

名党

员"民兵组成的筑路大军!背着背包!拉

着锅碗瓢盆!挺进深山峡谷!挖地穴!依

巨石!铺上山草!安营扎寨' 从此!冬去春

来!暑往秋至!筑路壮士苦干一年多!劈

开
%

个山头! 硬是修成了一条长
,

公里

的盘山水泥公路'

雄关如铁'公路修到壁立千仞的峭崖

之前!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了' 如果按照常

规隧道的打法!隧道的进口"出口平穿山

崖!公路只能通到峭壁的对面' 但对面也

是绝壁!仍无法通到绝壁顶上' 张荣锁想

出一个$绝招%(让隧道在崖腹里呈$

.

%形

蜿蜒而上'凭借从战友那里学来的测绘技

术! 张荣锁把粗绳一头拴在崖顶树上!一

头拴在腰间!一下子滑下崖壁!冒着掉下

悬崖的危险! 张荣锁先后
("

多次上下绝

壁!开始测量洞口的位置和隧道的坡度'

洞口确定了! 人们用绳子把自己吊

到半山崖打眼放炮' 第一个炮眼打成了!

谁去点炮. 几名党员站出来$请缨%'

$争什么争.这事还轮不到你们+ %凭

着胆大心细! 沉着机敏! 张荣锁下到半

崖!成功地点响了征服悬崖的第一炮'

开工后! 张荣锁把自己经商积攒的

$!

万元存款!全部无偿投入到了修路上'

但是!

!"""

年
)

月! 修路资金再度告罄'

急得满嘴起泡的张荣锁! 打定了这样的

主意($变卖家产+ 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修

通这条路+ %

几天后! 张荣锁拿回
!&

万元现金!

使工程重新启动' 原来!张荣锁以低价卖

掉了轿车, 镇上住宅和苦心经营多年的

石材厂!所得现款全部做了修路急用'

在张荣锁的感召下! 全村上百户村

民都把存款交到张荣锁手里!支援修路'

筑路大军也由开始的
'*"

名党员,民兵!

发展到
)&"

名普通村民'

就这样!$四百壮士%在山上度过了整

整
(

年住岩洞,睡地穴的$野人生活%!投

工
'*

万个! 动用土石方
("

万立方米!靠

$土豆加钢钎%!硬是把公路修上了崖顶'

!""'

年
'

月
)

日通车那天! 全村人

都拥上山顶!隆重庆祝山民的$通车节%'

世代以$天上人间%,$世外高人%自嘲的

崖上村民们的生活与现代社会接轨了 !

而且此路还成了豫西北连接山西的又一

通道'

!""'

年$五一%期间!

*"""

多名游

客乘车上山!游览千年名刹真武观' 旅游

服务成为回龙村的一项重要收入'

哭有啥用

'%%&

年
,

月!正当村民种的香菇即将

丰收之时!一场罕见的特大山洪!把
!

万多

根槲树菇棒冲进了山下的石门水库' 此时

的水库!水深达六七十米!湍流汹涌!漩涡

乱卷!十分凶险' 村民们看着近
!""

万元财

产将被洪水吞没!不禁绝望地大哭'

$哭有啥用.党员,民兵!跟我上+ %张

荣锁大喊一声! 第一个跳上了自制的木

筏!冲进波峰浪谷之中' 一个大浪把他打

入水中!顿时沉没' 乡亲们惊得大喊($荣

锁!荣锁!你回来呀+ 菇棒我们不要了+ %

谁知!一会儿!张荣锁却从十几米外的水

面露出头来' 他带着党员,民兵与狂风巨

浪搏斗
*

个昼夜! 硬是从肆虐的洪水中

把
!

万根菇棒抢了回来'

一天!村里正进行道路硬化!一车石

灰刚拉到村里!天空突然暴雨如注' 满车

石灰!经水一浇!噼啪作响'如不迅速卸下

车上的石灰!石灰遇水产生的高热!促使

油箱着火!就会引起汽车爆炸'要卸车!村

民无人敢上'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张荣

锁奋不顾身!一跃上车!挥动大铲!向车下

卸石灰' 此时!浓烈蒸腾的石灰味呛得他

喘不过气,睁不开眼' 脚底烤得如火烧一

般难受' 可为了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

张荣锁临危不惧'村干部,民兵们感动了!

一起上车助战' 卸完车!张荣锁的双脚烫

满燎泡!不能行走!大病一场'

赤子之情

张荣锁还以扶贫济困的行动! 带出

了互帮互助的村风' 村民孙小军年近三

十才找上对象' 可姑娘说!孙家没新房!

坚决不成亲' 正当孙家老人急得掉泪时!

张荣锁上门来了! 真诚地说($我刚建了

幢新房子!我的孩子还小!眼下用不着!

就让给小军两口子住吧' %接着递上了钥

匙!还送上
'"""

元钱!助孙家办喜事' 结

婚典礼上!小两口按礼仪拜过高堂之后!

硬要$再拜恩人%'

'%%(

年! 村民刘士平的女儿刘秋叶

考上了大学' 刘士平白天见人笑!晚上却

关门哭' 家里穷!缴不起学费!女儿难圆

大学梦!当爹的怎不心酸+ 一天晚上!一

家人正在发愁! 张荣锁叩门而入! 递上

'*""

元钱!说是作为秋叶的学费'后来听

说秋叶为了省钱! 在学校一天只吃一顿

饭 ! 张荣锁又建议村里每年资助
'"""

元!直到秋叶大学毕业'

村民赵玉森!女儿远嫁他乡!儿子因

家穷找不上媳妇!到外乡$上门%去了!无

力照料老人'$共产党员都是人民的儿女!

就让我代你的儿女尽孝吧+ %张荣锁登门

认$亲%' 平时有空儿就上山为老人打柴,

种地!常为老人送面,送油,送鱼,送肉!

冬天未到就早早地把烤火煤,棉衣,棉被

送到老人家中'

作为共产党员,村支书的张荣锁!岂

止是赵玉森一人的$儿子%!他对全村乡

亲都饱含着赤子之情' 村里不管谁治病

缺钱!他总是成百上千元地掏' 据村民反

映!张荣锁含辛茹苦十多载积存的钱!除

'""

多万元花在了修路上!其余的全花在

了孩子上学, 吃药住院有困难的村民身

上' 有人为他惋惜($你把千辛万苦挣来

的钱全花在了他人身上!不值+ %他回答(

$作为共产党员!好爹好娘是人民' 儿子

挣钱父母花!最值+ %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张荣锁的

带领下!回龙村逐渐形成了$一家有难!

众人相帮% 的好风气' 昔日八方皆知的

$深山乱窝子%!如今成了多次受到省,市

表彰的$文明富裕村%'

在骄人的成绩面前! 张荣锁说($我

们不仅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还要乡风

文明!要通过多种措施并举!提高村民整

体素质!让更多的人成为)知识农民*+让

中央和省委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各项目

标!都要在回龙这块土地上成为现实+ %

张荣锁!

太行赤子

!

本报记者 刘向东
!

本报记者 陈学桦

付殿晓 !

为山村传递信息薪火

他十年如一日在伏牛山区建设基站! 消除

城乡数字鸿沟!让中原的数字海拔增添了一座

铁塔的高度" 他为
!

个留守儿童辅导功课!爱

心接力的故事感动了千万网友" 他主动请缨!

第一时间奔赴地震重灾区汶川!帮助灾区群众

搭建沟通的生命线# 他!就是河南移动洛阳栾

川分公司村通工程师付殿晓#

!

!""%

年
)

月
!)

日!中央企业劳动模

范表彰大会在京隆重召开!$感动中原人

物%,河南移动洛阳栾川分公司村通工程

师付殿晓再获殊荣'

付殿晓!一个深山的村通工程师!他

身材不高!却目光坚定!因为常年奔波在

伏牛山区建设移动基站! 风餐露宿的痕

迹留在了通红的脸庞上'

$感动中原年度十大人物%组委会!

给予付殿晓的颁奖词这样写着( 这是一

个有着伏牛山一样性格的男人!沉默,平

实,刚毅' 但他在改造着伏牛山!他让伏

牛山不再因险峻而闭塞! 他让大山里的

人们不再因闭塞而孤陋寡闻' 他将厚重

朴实的爱献给大山! 而沉默的大山则将

因他更加美丽+

这就是付殿晓!一个感动亿万网友!

感动社会各界!被乡亲们亲切地誉为$山

村信息%的使者'

十年穿行伏牛山脊的行者

伏牛山!层峦叠嶂,蜿蜒逶迤
)""

公

里' 这里风景如画!但交通闭塞,信息不

畅!一个个美丽的村庄处在$世外桃源%

般的宁静和隔绝之中'

生长于斯的付殿晓!自
'%%%

年邮电

分营以来! 就一直在栾川移动分公司从

事网络建设,维护工作' 他不畏艰难!靠

双肩背出了中原地区第一个高山基站!

摸打滚爬建成国内第一家洞内网络覆盖

系统' 他十年如一日地早出晚归建基站!

让信息通达千家万户! 帮助农民实现信

息致富梦想!曾开破了两辆工具车!平均

一个月穿破
!

双胶靴!行程
&"

多万公里

山路!足以绕地球
'&

圈' 他将信息的薪

火传至山区的每个角落'

数据显示! 分营时栾川仅有宏蜂窝

基站
''

个! 用户只有
!"""

余户' 截至

!"",

年底!栾川县已有基站
!""

余个!光

缆线路达
'"""

余公里 ! 网络覆盖率达

%*"

以上 ! 移动手机人口普及率超过

&""

'

!""'

年
)

月!在电信移动分营后的

第二年!河南移动加快了山区通信网络

的建设进度' 由于山区工程量大!覆盖

范围小!建设同样数量的基站不仅要比

平原地区付出数倍的汗水!而且覆盖效

果远比平原地区要差' 付殿晓等人在多

次考察的基础上!大胆尝试在海拔
!!'!

米的伏牛山主峰老君山建设基站' 高山

建基站不仅在全省没有先例!而且基站

的防雷,维护等也都没有经验可循'

从不轻易言败的付殿晓经过多次测

试!为设备厂家提供了翔实数据!并为高

山避雷接地等拿出了一系列思路'

在狮子庙基站搬迁过程中! 他和所

有的工作人员! 半个月的时间就吃住在

山上' 没有泉水!就在背阴处挖大坑!蓄

雨水食用' 因为坑大蓄水时间长!水里有

很多小虫子!喝水的时候需要用罗子!把

虫子过出来后再饮用'

解决行政村村村通电话的攻坚阶

段!付殿晓
*"

多岁的父亲被确诊为肝癌

晚期!作为长子!他真想多陪伴在老人家

的身边!可有太多的事情等着去处理!当

所有的工程圆满竣工时!老人也走了' 付

殿晓挥泪送别父亲!很快又投入工作'

!""!

年! 河南移动开始旅游精品网络的

建设! 其中一项重点工程就是打造覆盖

洛阳,南阳,平顶山,三门峡,驻马店
#

市

$#

县的伏牛山生态旅游区'

当时!为配合$鸡冠洞%景区争创国

家
)/

级景区! 付殿晓多次腰缠绳索下

至没有开发的深洞中' 经过一个多月的

摸爬滚打! 他和他的同事在近
!"""

米

鸡冠洞内布放光缆 ,电缆 !安装一拖四

光纤直放机!架设各种天线
!%

副!开了

移动通信技术在深洞内解决网络覆盖

的先河'

正是在付殿晓等广大工程建设者

的奋力拼搏下!

!""$

年
%

月!$环伏牛山

旅游精品网络 %正式建成 !不仅实现了

伏牛山旅游区域的全面网络覆盖!而且

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旅游景区' 深

山里的乡亲们也通过旅游开发走上致

富的道路'

在解决栾川桃源村通信时! 基站站

址选在了海拔
'$""

多米的山头上!即使

在平时空手上山也需要抓着道边的灌木

丛勉强爬上去! 基站建设必需的二三百

吨的物料要人工运输! 中间连换了
&

个

施工建筑单位!临走时!这些建筑队的负

责人都一脸真诚地撂下这样一句话($对

不住!实在干不了' %每换一个施工队付

殿晓都要上山现场协调! 那一个月他穿

破了
(

双胶鞋! 后来村干部被他这种拼

搏的精神感动了! 村支书拉着付殿晓的

手拍着胸膛保证( 无偿出让坡地供建站

用!设备由村里组织骡马队驮运' 后来铁

塔运来了!骡马无法运输!村支书一声招

呼!

("

余名村民义务把铁塔运上了山顶'

他与栾川潭头镇断滩村
)

名留守儿

童结成帮扶对子! 积极关心孩子们的学

习情况!多次上门看望!送去学习用品的

同时!自己掏腰包进行资助'

付殿晓说!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农

村的老百姓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信息带

来的便利!他希望知识和文明的种子!早

日在大山深处开花结果'

请缨去汶川抢通灾区通
信生命线

!"",

年
*

月
'!

日下午!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最大的四川汶川地震震撼了大地'

'(

日凌晨!河南移动紧急行动!从安

阳急调一辆应急移动通信车和
&

名队员

赶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 付殿晓主动请

缨! 首批加入了河南移动应急通信抢险

分队! 和其他抢险队员一同启程赶赴四

川灾区'

从栾川到汶川!经过
%&

多个小时的

昼夜兼程!队员们到达了成都市郊!又直

奔受灾情况严重的彭州'

位于成都市西南的彭州! 移动的基

站几乎全部退出服务!

'*$

个基站受到不

同程度的损坏'

在彭州市政府广场上! 临时搭建起

一个抗震救灾指挥部! 也是彭州抗震救

灾的信息枢纽! 随时需要与外界取得联

系' 广场附近的基站被毁退出服务!因余

震不断,停电等因素!广场上毫无信号'

应急通信车早一点开通! 彭州将早一点

脱离$信息孤岛%'

付殿晓和队友们顾不上吃饭和休

息!就把应急车上的基站打开!开始修建

地面基站!直至晚上
,

点
)(

分!应急通

信车开通! 付殿晓站在应急车旁拨通了

电话!向公司传递了这一喜讯'

彭州移动
'*$

个基站!地震发生后!

全区电力基本中断! 乡镇移动基站仍有

%"

多个基站退服!通信抢修任务非常大'

付殿晓主动找到当地移动公司! 要求参

加乡镇抢险' 当地人员说($目前通信抢

险工作主要集中在山区乡镇! 经常发生

泥石流,山体塌方等!危险啊+ %

付殿晓没有退却($我们去有危险!

你们抢险也有危险' 我们既然来了!就不

怕危险!有危险我们应该共同面对' %

余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塌方,堰塞

湖!付殿晓和救援队员们忘记了时间!忘

记了环境' 付殿晓说($在那样困难的情

况下工作!大家没有多想!只想多做些事

情' %

在四川
!"

天的特殊抢险支援任务

中! 付殿晓硬是数十次进入龙门山重灾

区!参与恢复通信!并自掏腰包
("""

多

元购买发电机, 太阳能充电器供灾区群

众手机充电' 由于表现出色!他作为河南

省抗震救灾英模受到表彰! 他用自己的

行动!再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想

付殿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 (上

小学时!老师问我长大干啥. 我说(当拖

拉机手+ 老师问为啥. 我回答(爸爸是邮

递员!骑车子给乡亲们送信!我要开拖拉

机!不仅能送信!还能帮助乡亲们往山外

运东西' 让大山里的人与外界沟通的梦

想!儿时就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

十年来!就是为了心中的那份梦想!

付殿晓天天重复着一样的工作! 痴心不

改!无怨无悔' 他把青春和生命都熔铸在

大山深处的基站上' 乡亲们都称他为$山

村信息使者%!网友们称他是$山村文明

的播火者%'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总经理原建国

说(付殿晓的敬业精神和民生情怀恰恰

体现了中国移动$正德厚生!臻于至善%

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当代社会高尚的

精神风貌和价值主流' 付殿晓是中国移

动人$正德厚生%,大爱无疆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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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三

太行山下!卫水河畔# 辉县市上八里镇回龙村!有这
样一位群众信赖的带头人$$$党支部书记张荣锁! 他带
领全村群众!立足山区特色!数十载如一日!艰苦创业!真
抓实干! 把一个昔日又穷又乱的山村建成了欣欣向荣的
新农村!被群众称为%太行深处的好村官&!并先后被授予
全国 %优秀基层党支部书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层干部
标兵等荣誉称号(

!""#

年初!他还被评定为%感动中国

!""!

年度十大人物&)

!

!"#$# %$&'(

大
型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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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图
!

在汶川大地震后付殿晓忘我工作!

图
"

付殿晓在深山冒雨施工!

!

"

汶川大地震中"付殿晓顶酷暑#战余震抢修线路!

!""#

年冬天开始"回龙村党支部书记张荣锁带领
!$%

名党员#民兵组

成的筑路大军"苦干一年多"劈开
"

个山头"硬是修成了一条长
&

公里的盘

山水泥公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