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郭家庄农会副主席郭有庆

（石板岩镇退休干部郭紫明的父

亲）讲，1946年左右，石板岩山区

划分成分。按上级政策，石板岩应

有地主、富农若干。谷文昌实事求

是地向上级反映情况说，平地有几

十亩、几百亩的，才应划为地主成

分，石板岩地最多的人也就十来亩

山地，划为地主成分不符合山区实

际。上级采纳了谷文昌的上述建

议。在划定成分过程中，谷文昌等

人根据产量划成分。有个李老汉，

一些人认为他应该为富农，结果一

算产量，距富农标准差两斗，最终

被划为上中农。

1948年1月至3月，中共太行

五地委根据上级党委决定，在林县

桑园召开了区委书记以上干部整

编会议（简称“桑园整编”），会议以

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

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

容。会议中出现了“左”的倾向，许

多干部受到了过头的批评和不应

有的处分。

面对这种情况，谷文昌在心得

体会中写道：该给干部撑腰，还是

要给干部撑腰。据谷文昌纪念馆

策划主办人彭新生老师介绍，他在

档案局查阅资料时，发现了这份谷

文昌当时写的心得体会。在当时

的情况下，谷文昌能提出上述观

点，说明谷文昌确实敢担当。

一位老干部说：“谷文昌实事

求是地执行土改政策，整编时敢说

心里话，难度一点都不亚于他在福

建东山将‘敌伪家属’化为‘兵灾家

属’。”

在林工作期间，谷文昌先后组

织并出色完成了林北县第十区的

清理村级财政工作，任村区的土改

复查、整顿农会等工作，也不同程

度显现了他敢于担当的品质。

“哈哈哈……这不就是我吗？”78岁的村

民陈文青指着照片，不禁笑了起来。她捏着

照片激动地说，“以前村里不好过，缺水吃，穷

得很。这几年生活好了，孩子也都孝顺，俺不

仅住上了好房子，还不愁吃喝。这都是春亮

他们干得好啊！”

陈文青看到的是一张裴寨老村的图片：

泥巴糊的房子，石块搭的矮墙，泥泞的道路，

两个妇女蹲坐在墙根端着碗吃饭，脸上写满

了无奈……其中的一个人就是她。然而，和

十年前的这张照片上的形象相比，现在的陈

文青仿佛年轻不少。

裴春亮告诉记者，裴寨村民在2008年以

前都是住着照片上那样的土坯房和石头房，

甚至还有人住在窑洞里。裴春亮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他出资3000多万元建了160套楼

房，全部免费送给村民居住。

“刚开始，包括我都不理解春亮，挖山填

沟盖新房，免费让我们住进去，图啥？后来还

给我们挖深井、盖养老院，其实就图让我们过

上好日子……”陈文青说，“再过几天，我就有

地方去了，社区敬老院弄了老年活动室，还买

了个大电视，可美了。”

据了解，像陈文青这样的老年人，在裴寨

社区有二三十位，虽然年龄大，但如今在社区

已经住得非常习惯，精神头也非常好。

追寻“四有”书记谷文昌故乡成长历程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郭丽郭山保

他已经去世34年，却仍为当地民众深深怀念；他带领群众植下的满岛木麻黄，如
今已长成防风固沙的茂密森林；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
不朽的丰碑”；老百姓尊他为“谷公”，“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成为当地多年的习俗；他
就是谷文昌，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

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长篇人物报道《“四有”书记谷文昌》，同时配发整
版通讯和评论员文章，记述了谷文昌的生平事迹。

谷文昌在故乡是一位打石匠，究竟是什么促使他成长为党的一名骨干？是什么支
持他选择了南下？是什么造就了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优秀品
质？

近日，记者来到谷文昌的出生地——林州市石板岩镇郭家庄村南湾自然村，追寻
谷文昌的成长历程。

谷文昌担任林县第十区区长

时，管理范围包括他的老家南湾自

然村。当时，经常有村里的本家和

一些亲朋好友来到区上，请他照顾

钱粮，但他都婉言谢绝，说服他们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郭紫明听他母亲谷花桂（谷

文昌的堂姑）讲过一件事。1957

年秋天，谷文昌和妻子史英萍第

一次从福建回老家，看到母亲日

夜操劳家务，他们便烧开热水为

老母亲洗脚，还把同行的女儿哲

慧、儿子豫闽叫到跟前，说：“我们

在东山工作，平时你伯父、叔叔照

顾你奶奶，我们回来，我们给你奶

奶洗脚；你们回来，你们给你奶奶

洗脚。”直到谷文昌母亲去世前，

谷文昌的儿女们每次回来，晚上

休息前，第一件事就是给奶奶洗

脚、端尿盆。

一个英雄的形成，不是偶然

的；谷文昌从一个打石匠到“四有”

书记，不是到了东山才形成的，而

是通过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一点

一滴形成的。1943年6月到1949

年1月在林工作期间锤炼出来的优

秀品质，在谷文昌造福东山、锻炼

成为“四有”书记、形成谷文昌精神

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性作用。

1915年，谷文昌生于林州市石板岩镇

（原林县西乡坪区）郭家庄村南湾自然村的一

户贫农家庭。

1943年6月到1949年1月，谷文昌先后

担任郭家庄农会主席、林北县第七区区长、林

县第十区区长、任村区区委书记。

1943年 6月，中共西乡坪村党支部成

立，农会、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

继成立。穷苦出身、饱受苦难的谷文昌很快

与党组织接近，懂得了革命道理，毅然参加了

村农民抗日救国会。按照组织要求，他积极

团结群众，开展参军参战、破除封建迷信等活

动。不久，他被推举为村农会主席。

为提高党员群众文化水平、阶级觉悟，

1943年冬，党组织举办了冬学（民校）。28岁

的谷文昌不管别人“毛三十的人还学艺”的讥

讽，带头报名参加冬学，刻苦学习革命道理。

他一边学习，一边思考农会工作，开展了动员

青壮年参加民兵组织、反对封建迷信等活

动。1944年3月，谷文昌被批准加入中国共

产党，是林北县第七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1948年12月，中共林县县委组织干部随

军南下。当时一些干部认为，在家工作，既熟

悉情况，又能照顾家中老小，不愿南下。谷文

昌不仅自己带头报名，还积极动员其他人报

名。谷文昌故居里展示的一张发黄的烟盒（复

制品）背面，写着谷文昌等六人的保证书。“每

人家庭早有准备，家庭不会拖腿；阴历正月初

九早饭集中十区署，保证当天下午报到平房

庄。特此保证。组长谷文昌，副组长杨永修。

申周朝，郭玉守，元为德……共六人。”另一张

南征政民工作人员登记表上，“家庭有啥困难”

一栏，填着“没有困难”；“本人对家庭照顾的依

托人姓名”一栏，填着“依托兄弟谷文德”。当

时，谷文昌的母亲已经60余岁了。

一张保证书、一张南征政民工作人员登

记表，大写着一个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

谷文昌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南

下途中，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他毫不畏惧，

直至跟随解放军解放了东山岛。

网友“林中漫步”说，这份保证书言语朴

实，字字铿锵，把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把

不惧生死的豪迈，把离别故乡的情怀，都写在

了这里。今天看到，一样令人唏嘘。

发展生产，多打粮食，带领群众解决生活

难题，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原林州市委党

史研究室主任魏俊彦说，他曾在新华日报（太

行版）上看到两则消息：《林北七区山区窝铺

发展养蚕耕三余一》、《五千五百人剿蝗大

捷》，记述了谷文昌带领山区群众发展养蚕、

剿灭蝗灾的事迹。山区耕地少，且每年只能

种一季庄稼。要想完成生产任务，谷文昌认

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合山区实际，组织群众

发展养家蚕、放山蚕。养蚕过程中，谷文昌发

现群众信“蚕姑奶奶神”，不注重研究养蚕技

术。为破除封建迷信，谷文昌组织各村养蚕

能手召开会议，研究养蚕经验，推动了当地养

蚕业的发展。

蝗灾是困扰粮食生产的一个难题。

1947年，“林县十分区姚村一带十余村，在

麦收中，发现了蝗虫。谷区长闻讯，亲赴各

村侦察。据查，上陶村四十亩直谷已被吃光

了……方圆四五里地左右，一片一片都是蝗

蝻……谷区长便用线串住，拿回让群众看，

使大家认识了不打不行……十八、十九日两

早晨，十个村共出动男女老少五千五百余

人，消灭蝗蝻、飞蝗七十八万四千个，基本上

消灭了蝗虫”。

毕业于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林州市

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崔国红说：“《新华日报》是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出

版过华北版、太行版，分别为中共中央北方局

机关报、太行分局机关报。这两则消息能发

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太行版）上，说明谷文昌

做得确实不错。”

读读““图图””看看““变变””
———辉县市裴寨社—辉县市裴寨社区十年发展变化侧记区十年发展变化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马丙宇马丙宇李柯杞李柯杞

“伸手一算，我回到
村里任职正好整整十
年。这十年，裴寨的确
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4月20日，全国人
大代表、辉县市张村乡
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
春亮，端详着一些照片
颇为感叹。

这些照片都出自裴
寨社区办公室主任裴龙
德之手，开照相馆的经
历和摄影爱好，让他得
以记录下了裴寨多年的
发展和变化。照片中，
有十年前裴寨村的破败
缩影，土屋石墙、牛车出
行、人力耕地、瓢水点
种，也有如今裴寨社区
蓬勃发展的和谐景象，
洋楼成排、轿车出入、机
械耕作、自流灌溉……

“这个是俺家小（孩儿），他们几个趴的就

是俺家的墙头，俺家的老祖房，都不知道住了

多少年了。”村民裴清进一眼就从一堆照片中

认出了自家的老房子，他说，“还挺怀念，不过

那时候村里和现在比差远了，可真是一个天

上一个地下。那时候只能去外面打工，现在

在村里就挣了钱。”

照片中，三四个男孩子光着膀子，趴在一

堵用石头堆出来的墙头上对着镜头傻笑。经

过打听，现在这些孩子大多已经走了出去，或

求学或打工经商……

据了解，裴寨村炸平荒山、不占一分耕地

建成了设施齐全的裴寨新村，全体村民不拿

一分钱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圆了祖祖

辈辈的新房梦。村民搬进新村后，又在增加

的600余亩土地上建设了商业街，发展高效

农业，裴清进就是受益者之一。

“我以前外出到处打工，后来搞运输拉煤

炭，都太累，还挣不了钱。”裴清进说，“现在我

搞了两个大棚，种黄瓜，每天能走七八百斤

菜。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家里的日子也一

年好似一年。”

像裴清进这样的蔬菜水果大户在裴寨并

不少见。社区还经常邀请蔬菜专家和瓜果专

家为菜农和果农讲课，作技术指导；同时，为

了保障高效农业用水，利用荒沟规划建设拦

洪蓄水水库，彻底解决了裴寨村900亩土地

的灌溉问题，为发展5000亩蔬菜花卉种植基

地、打造生态农业和特色旅游业打下坚实的

基础。

“也不是都顺利，刚开始裴春亮出钱建新

村时，大家都将信将疑，就连天然气、电磁炉

都不敢用。”村民裴龙德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一

张照片。照片中一位老大娘正在用石块砖头

砌成的地锅灶烧火做饭，锅灶外表已经明显

开裂。大娘蹲坐着，辛苦地向炉灶里送着秸

秆，无暇顾及在她身边玩耍的小孩。

“早都不用这种锅灶了，麻烦不说，还脏，

烧起来狼烟四起，后来干脆就把灶从屋里请

到墙外。”照片中的老大娘名叫张玉玲，记者

来到她家时发现，家里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完

全看不出是一个农民的家。她指着厨房里的

天然气灶说：“烧天然气没有烟，省事多了，厨

房也变得好打扫。以前绝对不敢想，俺还能

过上这样的生活。”

和张玉玲一样，裴寨人从旧村搬到新村

时，对新事物并不十分接受，村干部做了很多

工作去引导大家。

裴春亮举例告诉记者，有不少人不适应

马桶坐便器，在门前又盖了一间茅房，慢慢地

尝试适应之后，又把茅房拆除；天然气通到新

村时恰逢山东某地发生爆炸事件，大家不敢

使用；很多人不懂电磁炉的工作原理，说见不

着火做不了饭……

在裴寨人生活方式变化的同时，他们的

生活水平和质量也提升了。原来这里贫穷缺

水，是省级贫困村，小伙子娶不到媳妇；如今

这里新房成排、大棚连片，商业街宽阔漂亮，

村里的成年男子也成了十里八村争相说媒的

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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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心中有党

B 心中有民

C 心中有责

D 心中有戒

搬进新房精神好

新村生活日子美

高效农业挣钱多

上图 过去村民烧秸秆做饭

下图 现在社区居民做饭用上了天然气

上图 老村的孩子无处玩

下图 现在的孩子们娱乐多

现在的裴寨社区

裴寨老村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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