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上本来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成

了路" 这句话送给杨秦生十分合适" 从

!""#

年开始!他披荆斩棘闯新路!披星戴

月探门路! 脚踏实地走大路! 这一路走

来!就是十二个春秋"

十二年唱响一首人生壮歌" 有激情!

有沉重#有欢乐!有无奈#有歌亦有叹" 抚

摸时代的脉搏!追寻$砂管%的印迹!走近

杨秦生!解读杨秦生!我们看到的是一段

非同寻常&令人仰视的壮美人生'(

他是一个把事业当做天的人

杨秦生有几句口头禅 )*国家讲发

展!部门讲奉献+ 工资是职工的碗!事业

是我们的天, 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干不成

事就是丢人现眼!没法往人前站, %

辉县市北依太行!境内有多条河流发

源于太行山区,千百年来由于受洪水的冲

击!形成了大片的砂石滩!面积约有
!$$$

平方公里! 遍布
!%

个乡镇
&'

个村庄 ,

("")

年
*

月! 杨秦生出任辉县市砂资源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

年
-

月撤

办建局!杨秦生任砂管局局长,履任之初!

杨秦生面对的管理局面是) 内忧外患!乱

象丛生, 对内而言!管砂的队伍如同一盘

散沙!有的吃闲饭&混日子!有的不干事净

惹事,对外而言!暴利产生暴力!一些人千

方百计逃避管理!有的私办砂场!破坏河

流&堤坝&耕地&植被!有的依仗势力!暴力

抗拒管理!有的为争夺地盘!公开械斗,砂

区群众祖祖辈辈深受砂害之苦!现在砂成

了宝!群众却又在遭受新的*砂祸%,

面对严峻挑战! 杨秦生坚定地说 )

*既然组织上信任!我义无反顾, 困难面

前有好汉! 好汉面前无困难, 只要走正

路!总会有出路, %杨秦生在全体干部职

工大会上响亮提出*向我看!跟我干, %在

这条充满艰辛& 荆棘& 坎坷的管砂道路

上!杨秦生一走就是十二年,

采得百花酿成蜜!多少辛苦多少甜!

一串串闪光的数字背后! 留下以杨秦生

为代表的多少砂管人的艰辛, 截至
%$$"

年
&

月!砂管累计为辉县市&乡&村三级

创收
%.%

亿元!砂区群众共栽防风林
%*$

余万株!改良土壤
*$')

亩!修渠
&/)

千

米!增加有效灌溉面积
!

万亩!硬化道路

!/&

千米,每年有
0

万余名农村剩余劳动

力从事砂资源开采和运销! 年创综合经

济效益超亿元!并由此带动运输&修造等

产业迅猛增长! 长年从事砂石运输的车

辆
-%$$

多台,

历史的镜头摄录下了一幅幅欣欣向

荣的景象, 昔日荆棘丛生&黄砂滚滚的贫

瘠之地!如今已是旱能浇!涝能排!田成

方!林成行!渠成线!路成网!文明富裕!

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洪洲乡茅

草庄村!

-"")

年以前生态环境非常恶劣!

每当多风季节! 黄砂满天飞! 对面不见

人,

-"")

年以来!该村利用砂管的返还收

入!栽防风林!改良土壤!兴修水利!一举

改变了花钱靠救济& 吃粮靠统销的贫穷

面貌, 茅草庄的群众高兴地说)*如今是

天变了!地变了!人变了, %

从此*辉县砂管%跃上了报端!走进

了镜头! 各大新闻媒体多次报道了辉县

市砂管工作取得的成就, 省&市领导在视

察辉县市砂资源管理后! 给予了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 称赞杨秦生为 *砂管状

元%,

%$$%

年
&

月!中国砂石协会发出*关

于推广河南省辉县市砂资源管理和环境

综合治理经验的倡议%!向全国推广*辉

县砂管模式%, 目前!全国已有百余家单

位到辉县市参观学习!交流经验!产生了

广泛效应, 杨秦生也先后荣获*河南省劳

动模范%&*首届感动中原十大人物%&*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他是一个善于创新的人

杨秦生有一句发自肺腑的话) 砂管

局是一个独具地方特点的特设局! 对别

的部门来说!创新是发展之要!对砂管部

门而言!创新是生存之道,

上无头儿!下无腿儿!事事艰难, 在

处理&解决各种矛盾和棘手问题时!杨秦

生颇有招数)大事靠谋划!小事靠技巧,

他与班子人员交心时常说)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 要敢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敢走别

人不能走的路!敢干别人干不了的活儿,

回顾十二年砂管事业由小到大& 由弱到

强&由粗放到集约的创业历程!杨秦生带

领砂管队伍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由人

治向法治转变!找到了一条依法行政&依

法治砂之路, 由于砂资源管理的法律依

据分散在土地&矿管&水利&林业等部门!

许多人认为要使之归拢到砂管局一家!

涉及管理权限调整和利益再分配! 这件

事根本没门, 杨秦生却认准了一条)*只

要是出于公心!为民谋利!就没有过不去

的槛!没有趟不过的水, %他亲自带人南

下北上!考察学习其他县市的经验!积极

向河南省& 新乡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权

威人士咨询! 并把省纠风办和法制办的

领导请到辉县!实地调研!现场指导, 功

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
-""*

年确立了辉

县市砂管局执法主体地位! 取得了上路

稽查权&对逃避管理费车辆的处罚权!取

得了-河南省行政执法证.!依法治砂迈

出了坚实一步, 同时!他又建议创新管理

办法!采取市/乡&村三级管理!司法部门

密切配合的新机制! 形成依法管砂的合

力, 在实际操作中!他大胆引入现代化管

理手段!探索出一条集开票&验票&稽查!

督察于一体的管理方法! 并建立应急指

挥中心! 在全市各验票管理点架设摄像

设备!实行
%&

小时监控!分布在全市砂

区
&$

余台电脑相互联接!形成辉县砂管

区域网络化! 实现了数据& 信息快速传

递, 目前!砂管局已经形成了以指挥中心

为龙头!站点为枢纽!信息共享&统一协

调指挥&全方位快速反应的管理体系!营

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运销秩序,

第二步!由单一向综合转变!走出了

一条经济&生态&社会三效并举之路, 杨

秦生心中经常牵挂着三件事) 一是严查

细究!做到应收尽收, 二是让砂资源最大

程度地造福社会, 三是让群众共享砂管

之利, 为此!杨秦生积极倡导*治砂天地

宽%!把引导砂区群众退砂还田!取砂造

田!以砂养田!改善砂区环境!提高土地

质量作为砂管部门的分内任务, *退砂还

田%就是把积砂运走!腾出土地!退砂还

耕, 取砂造田就是把砂厚土薄&漏水漏肥

耕地下面的砂掏挖出来! 然后再复耕成

田, 以砂养田就是把卖砂收入反哺农业!

发展生产!改善砂区群众的生活条件, 几

年来!辉县市砂区累计退砂还田&取砂造

田万余亩,

第三步!由粗放向集约转变!走出一

条资源管理和环境治理并重之路, 今年

杨秦生又在八年筹划& 三年准备的基础

上!经有关部门批准!将石灰石&矿泉水等

大宗资源纳入管理范围! 并集开采许可&

运营销售&税收代征&治超治乱管理权于

一身!砂管局更名为资源运营管理局, 同

时! 他又把眼光瞄向尾矿资源二次利用&

砂矿区土地改良&河道整修养护等!提出

要用三至五年时间实现*东土西填&前水

后山&玉带贯穿&锦绣家园%的宏图大业,

*东土西填%就是将东部土丘平整!搞观光

农业生态园!将土运到西部开采后的砂石

滩造地!搞产业聚集区建设!两项预计可

造地
%$$$$

亩, *前水后山&玉带贯穿%就

是取砂引出太行山前地表潜流!修建万亩

水面!开发水上旅游项目!为打造山水宜

居的新辉县平添一幅胜景,

他是一个敬业本分的人

杨秦生有一条座右铭!*瞒天瞒地瞒

不过良知!欺人欺己欺不过人心%, 他说!

*咱是农民出身! 从小就知道生活不容

易!是党和组织给了我一切!我只有以一

颗报恩之心 & 敬畏之心回报组织的厚

爱, %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杨局长是个

工作狂!一年
/'0

天!没有节假日!没有

星期天!夜间工作到三四点是常事!每天

睡四五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特别是
-""*

年砂管工作艰难时期! 他白天处理日常

事务!前半夜开会研究工作方案!后半夜

亲自下基层查岗! 每天工作量都在十六

七个小时,

-"""

年冬天的一个凌晨!在能

见度只有
-

米的浓雾里! 由通讯员在前

边小跑引路! 他们硬是靠着车随人行的

办法!赶往
%$

余里外的砂管站点安排工

作, 杨秦生之所以这样!就是要对得起自

己的良知!砂管是自己创办的事业!决不

能因自己的疏忽而毁于一旦,

然而!长年的劳累!终于击倒了这个

医生出身的硬汉子, 一只眼球被摘除!肾

脏也做了移植手术, 躺在病床上!他关心

的仍然是砂管& 站点& 职工和采运砂群

众, 出院后!他随即报到上班, 有人不理

解!也有人冷嘲热讽!而他激动地说)*我

心里有事呀!这些事不落底!我躺不下!

心不安0 %

*打铁必须自身硬 ! 人叫人动人不

动!身体力行胜命令%, 他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 一次!家住卫辉的妻弟来找

他!希望拉砂能行个方便!给予照顾!杨

秦生不但拒绝了妻弟的要求! 而且对他

进行了耐心的说服! 使满怀希望而来的

妻弟心服口服, 一次一名车户找到杨秦

生说)*你不用投资一分钱!只要1照顾照

顾2!每年给你
-$

万元, %对此!他断然拒

绝, 几年来!杨秦生先后多次拒收礼金达

数十万元,

他不仅自己不以权谋私! 而且还经

常要求砂管工作人员做到清正廉洁/两

袖清风, 辉县市百泉湖畔立有一块*乾坤

正气%的石碑!上任之初他就带领全体班

子成员到此! 对大家说) 人间自有正气

在!处事还需行正道!只有树正气/走正

道!才能永立不败之地, 在他的带动下!

*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已成为砂管局每

个干部职工的自觉行为,

这!就是一个*砂管状元%的奋斗轨

迹# 这! 就是杨秦生无悔人生的真实写

照, 他用一腔热血和全身心的投入!诠释

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 诠释着一个太

行硬汉的情怀,

杨秦生!

!砂管状元"的无悔人生

!

本报记者 鲍铁英

本报通讯员 段永强

靳月英!

!"余载不泯的拥军情

靳月英 !

!"#$

"#$女$河南省淇县鱼泉村人$中共
党员%在其

#%

岁时$丈夫为革命英勇牺牲%此后$她几十
年如一日心系国防$拥军爱民$绿化荒山$无私奉献%自解
放以来$向部队送&寄慰问品

&

万余份$价值
&'

万余元%

('

年来$靳月英先后荣获全国拥军模范&全国绿化
模范&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第七届地球奖等

&''

多项各
级奖项% 曾

%

次参加全国性表彰大会
)

受到党和国家三
代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人们称赞她'品高如太行巍巍$情
长似淇水悠悠(%

!

"" ""

"

杨秦生$男$汉族$

!"*"

年出生$辉县市张村乡人$

共产党员$大专文化$工程师% 现任河南省辉县市资源运
营管理局局长%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

年$杨秦
生步入治理砂资源这一行$他不计个人得失$只求实现
自我价值$探索出'辉县砂管模式($并运用这一模式$成
功实现了由单一砂资源向资源运营管理的转型$使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强势$十二年耕耘$为辉县市财政创收

#,#

亿元$因此人称'砂管状元(%他曾先后获得'河南省
劳动模范(&'首届感动中原十大人物(&'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

!

!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审稿 马宏图 鲍铁英 组版编辑 王 丹 刘现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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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拥军
!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当兵的"

爱国拥军对靳月英来说! 不是一时

一事!而是一生一世, 作为烈士遗孀!她

在丈夫牺牲后的
'$

多个年头里!始终怀

着对党/对国家/对军队不变的爱!演绎

出一段段爱国拥军的人间佳话,

战争年代! 她就是誉满太行山区的

*支前女英雄%,

-"&%

年!八路军来到鱼泉

村!当时
-"

岁的靳月英毅然送丈夫冯青

海参军!自己也承担起了妇救会长一职,

她带领大家救伤员/送干粮/做军鞋!为

我军做侦察员/ 交通员, 做棉鞋没有棉

花!她掏空了家里的破棉被!又掏棉裤里

的棉花铺入军鞋! 自己则把山茅草缝在

棉裤套里抵御寒冷,

-"&)

年! 靳月英的丈夫在一次战斗

中壮烈牺牲, 此后!靳月英把对丈夫的爱

和关怀延续到了人民子弟兵身上! 把每

个穿军装的战士都当成自己的亲人,

解放了!环境变了!靳月英对子弟兵

的深厚感情没有变, 靳月英说)*咱啥时

侯也忘不了当兵的!前方苦啊!要不是他

们站岗放哨!咱在后头啥事也干不成, %

每逢*八一%/春节!她都要亲手缝制

鞋垫/布鞋!或用辛辛苦苦积攒的钱买来

背心/衬衣/毛巾/保温杯/矿泉壶送到部

队, 村子里每个青年入伍之前!靳月英都

要把他们请到家里! 吃一顿自己亲手包

的水饺!再塞上一些钱!让他们到部队购

买学习书籍, 据统计!多年以来她向部队

送/寄的慰问品已有
-

万多件!折合人民

币
-$

万多元, 对于一个住在深山僻壤!

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农家妇女! 靳月英

为这
-$

万余元*拥军款%!不知流了多少

汗!吃了多少苦,

每年
/

月至
0

月! 靳月英都要用刨

子一点点地在砂石坡上/ 石头缝隙里!

抠/挖出近一百五十公斤药用小叶茶!剥

下三公斤左右的外皮废料! 才能卖上几

十元钱,

到了夏天! 靳月英就一个山头一个

山头!一棵树一棵树地摘槐米卖, 一次!

她不慎从一丈多高的树上掉下! 摔伤了

腰!至今仍时有隐痛,

"

月至
--

月时! 靳月英每日天刚亮

就爬上附近的大山!割可喂牲口/盖房用

的黄密草卖, 每年秋天她都要割近万斤

黄密草!而每斤草只能卖三五分钱,

为了把辛苦挣来的钱最大限度地用

在拥军上! 靳月英常年过着节衣缩食的

生活, 家中的板床/桌椅/棉被都是破旧

的!衣服上几乎打满了补丁,

打扮荒山
!活一天就得干满两晌"

-"*&

年! 年过六旬的靳月英从村党

支部委员/妇女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她说)*当干部可以退休! 但党员没有退

休日!活一天就得干满两晌0 %

她看到洒满烈士鲜血的白龙山至今

仍是光秃秃的! 烈士的忠骨也没有一片

绿荫作为栖身之所! 就决定利用晚年余

力!建造一片*八一拥军纪念林%!以慰烈

士忠魂, 从此!靳月英自愿做起了*当代

愚公%,

她扛着镢头! 带着干粮! 提着水葫

芦!上至离村五六里地的白龙山!在山上

避风处搭了一间仅容一人的小屋! 过起

了山野生活! 每半个月才回村取一次食

物和饮水,

靳月英靠着顽强的意志! 把党性刻

在山上!把感情融入林中!孤寂的大山上

经常可以看到她挖坑不停/ 栽树不止的

身影, 陡峭的山坡一镢头下去只是一个

白点!但靳月英不泄气!她趴在地上挖树

坑!种树没有土!她就从石缝中一点一点

抠土! 一把一把填在坑底! 再用石头砌

上, 用坏了多少镢头/多少箩筐/多少水

桶谁也说不清楚,

随着年龄的增大! 靳月英干得越来

越艰难了! 挖坑用的大镢头换成了小镢

头!上山担水的大水桶换成了小水桶!以

前爬山下山硬实的腿脚也变得一天不如

一天了!靳月英就这样坚持着!坚持着打

扮她的荒山, 空暇的时候! 靳月英的儿

子/儿媳/孙子/孙媳和两个重孙子也来

帮助她植树造林,

-""0

年!村里
-/

位
0$

岁到
)$

多岁

的老人! 被靳月英和她的儿孙们连续造

林
--

年的精神所感动!自发地前来帮助

靳月英义务植树!组成了*靳月英八一造

林队%,

%0

年间! 靳月英带领家人和村里群

众! 在
!

座荒山上栽下了
"#

多万棵树!

其中有苹果/花椒/柿子/石榴/杏/桃/梨

等
"#

多种经济林木!并在树下套种了花

生/绿豆/红薯/芝麻等农作物, 如今
1%,,

多亩绿化林青翠欲滴/

!,,,

多亩经济林

硕果飘香, 但由此带来的收入靳月英分

文不留!一半用来扩大*八一林%!一半用

来购买拥军慰问品,

有人算过一笔账)这些年来!靳月英

垒树坑搬动的石头都能装满
$###

多辆
%

吨重的大卡车!相当于搬走了一座小山,

靳月英绿化荒山的行为在当地产生

了巨大影响! 她的举动曾一次次引发全

县人民绿化荒山的热潮!

&#

多万人的小

县!竟有着
"#

万大军上太行的壮举, 近

年来
1

全县上下学习靳月英
1

绿化太行山
1

荒山绿化工作一下子挺进全省乃至全国

的先进行列,

扶贫助教
!自己少吃点也要接济他们"

穷苦人出身的靳月英! 看见穷苦人

就不由自主地想帮忙, 她说)*穷人可怜!

咱也打那时候过过!咱是党员!是干部!

哪怕自己少吃点!也想接济接济他们, %

每年春节快到时! 靳月英都会准备

白菜/粉条/点心!又拿出孩子们给她的

赡养费!去看望村里的五保户,

村里有位老婆婆!丈夫死了!唯一的

女儿出嫁了! 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两

间破草屋里!生活很困难, 靳月英就常提

些点心!带点鲜菜!拿些零花钱去看她,

老婆婆很感动! 说)*你来给我送东西干

啥!你家也不是多有哩!你给我送了!叫

我拿啥去补报你哩3 %靳月英说)*婶!我

要是想让你补报我!我还不给你送哩!有

我吃那一口!还能不让你尝尝3 %就这样!

靳月英一直送吃/送喝/送穿!直到老人

去世,

村民牛胡生在一次开山劈石时被炸

瞎了眼, 他的小儿子才
&

个月!一家人一

下像天塌了一样, 由于他家没劳力!地种

不好!去医院看病又花了很多钱!日子过

得揭不开锅, 靳月英心里很难受!她想牛

胡生是为集体伤残的!现在遇到困难!说

啥也得帮帮他, 靳月英省吃俭用!给牛胡

生家买了头小猪! 后来猪喂大了! 卖了

0,,

块钱!牛胡生除了看病外!还用剩下

的钱又买了两头小猪, 以后!他家年年都

养猪,

现在!牛胡生家富了!盖了新房 !还

买了拖拉机!但他至今仍忘不了靳月英,

靳月英还时刻把山村教育挂在心

上, 每年教师节!她总要买来礼品送到教

师和学生手中,

!"*,

年春天!鱼泉小学翻

修扩建! 靳月英让儿子把自己存放多年

的寿木板卖了
%),

元钱! 全部送给了学

校, 从
!"*&

年秋天开始!靳月英坚持到

数公里以外的山上割草, 她把卖草的钱

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据统计!靳月英共帮

助
%,

多名中小学生重返课堂,

',

多年来
1

靳月英先后荣获全国拥军

模范/全国绿化模范/全国劳动模范/中国

第七届地球奖/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

南省十大新闻人物等
!,,

多项荣誉称号,

她曾
&

次赴京参加全国性表彰大会
1

受到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她的事迹还

两次被编入中学生教材
1

成为让人敬仰和

学习的普通共产党员的楷模,

巍巍太行山以其雄浑的山体铸就了

英雄模范的生命!悠悠淇河以其潺潺的流

水传颂着英雄模范的业绩,靳月英没有惊

天动地的壮举!却以一颗滚烫的赤诚之心

为党和军队奉献着自己的毕生力量#靳月

英没有高深的文化!却用那粗糙的双手在

大山上书写了壮丽的篇章#靳月英没有惊

人的豪言壮语!却用最朴素的爱民/为民

思想留下了一种不朽的精神,

!

本报记者 张建新

实习生 杜一格

!""#

年
$

月
!%

日 !

&'

岁

高龄的靳月英

老人在家人的

陪同下 !冒着酷

暑来到县人武

部 "消防大队和

武警中队 !看望

慰问驻淇部队

广大官兵 !并亲

手为官兵们送

上了慰问品#

如今! 靳月

英老人仍然不忘

带领家人和村里

群众! 上山植树

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