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2014年4月1日

综

星期二

合
□ 本报记者

李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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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
——记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党支部书记、特等伤残军人朱彦夫（上）

清风送爽，万木扶疏，沂蒙山的春天如
期而至。一个沂蒙赤子的感人故事，随着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春
风，传遍齐鲁大地，感动大江南北。朱彦夫，
志愿军特等伤残军人，他不甘在荣军休养
所享受特护“颐养天年”，返回贫穷的家乡
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他自强不息，无私
无畏，勇挑党支部书记重担，以共产党员的
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带领乡亲们战天斗
地，创造美好生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奠定基石,无愧为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杰出
代表和榜样。

一个沂蒙山的儿子，就应该有
山一样的品格、山一样的坚韧、山一
样的胸怀！
——朱彦夫
不是亲眼看到朱彦夫伤残之严重，你
根本想象不出他几十年自强自立，带领乡
亲们学习文化、铲除愚昧、治理荒山、兴修
水利、
填沟造田甚至兴建电力有多艰难。
1947 年，
14 岁的朱彦夫参加解放大军，
在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的百余次战斗中度过
了少年时光。
还没容他脱下征衣回到母亲怀
抱，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战鼓擂响了，
17 岁
的朱彦夫义无反顾地跨过了鸭绿江。1950
年 12月，
朝鲜长津湖畔夺取并坚守 250高地
的惨烈战斗中，
全连打得只剩下朱彦夫一个
人。当他从昏迷中醒来，一个冰凉的物体正
挂在嘴边，饥渴难耐的他张口吞进肚里，却
不知那是自己的左眼球！零下三、四十摄氏
度的酷寒，把他的双手双脚冻成冰坨，凭着
坚韧的毅力他向北方爬去……
93 天后，
祖国已是草长莺飞时节。起死
回生的朱彦夫睁开右眼审视自己，曾经生
龙活虎的身体已经成了没有手脚的“肉轱
辘”，他从此成为吃喝拉撒都受到特殊护理
的特等伤残军人。愤怒、悲哀、绝望之后，他
开始向人生高地发起坚韧不拔的冲锋。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朱彦夫说，
“ 优越的专护
条件使我意识到，只要生活在休养所里，我
将永远是全残全废的寄生人。我必须离开
这里，回到生我养我的土地上，重新找回再
生的本领。”
1954 年春节过后一个风雪交加的夜
晚，朱彦夫坐着独轮车，回到了魂牵梦绕的
故乡山村。后来，经过炼狱般脱胎换骨的磨
砺，年轻的朱彦夫不仅重拾吃喝拉撒穿衣
行走等生存本领，而且还磨炼出简单的劳
动技能；再后来，一位善良的姑娘被英雄的
传奇故事和崇高信念吸引，把自己的一生
与朱彦夫结成一体，朱彦夫投入全身心造
福家乡父老的故事也从此开始。
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朱彦夫没当村
党支部书记前，就在村里办了件“开天辟
地”的大事情：办学施教。上世纪 50 年代的

山里人扁担倒下不识“一”，贫穷蒙昧缺文
化。一门心思为家乡办实事的朱彦夫，凭着
在部队上扫盲班和后来用两只手腕从字典
里
“抠”
出来的千把字，
在沂源山区办起了第
一间农民夜校。每当夜幕降临，从各家各户
飘出的一盏盏或明或暗的小灯笼，
像一双双
求知的眼睛，闪烁着汇聚到夜校，汇集成一
团光明，
照亮了这曾经荒僻愚昧的土地。
“朱老师”授课绝对是那个年代全国讲
台上板书难度最高的：两只手腕紧紧夹住
用子弹壳插着的粉笔,多写几个字,弹壳锋
利的边缘就会嵌进肉里,钻心地疼；站的时
间长了,套在假肢里的断腿处失去了知觉,
一不留神就摔倒在地；夜校离家 2 里山路,
晚上踟蹰而行不知摔倒过多少次,有一次
摔掉了假肢,他硬是爬到了教室……
老人们说，700 多个夜晚,无论雨雪风
霜,“ 朱老师”没缺过一次课，当时只有 500
多人的小村庄,竟有 100 多人学会了写信、
看书、算账,10 多人先后当上了生产队会
计。65 岁的张吉才，就是在夜校里学会识
文断字，后来也当上村干部的。

在我的世界里，只要不死，就得
战斗！生存就应该是为了更大的胜
利，更光明的未来！
——朱彦夫
张家泉村虽是革命老区，但直到上世
纪 50 年代中期仍然贫困落后。村里的老人
说，村风不正、党支部班子涣散无力是重要
原因。1957 年春耕时节，支部书记撂了挑
子，支部工作“趴了窝”，全村父老希冀的目
光落在朱彦夫身上。
“他虽然没手没脚只有
一只眼，但他有见识，有信念，有担当，心里
装的都是全村老少爷们的事，让他干，准
行！”全村 8 名党员齐刷刷举起手，张家泉
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从此压在了“肉轱辘”
朱彦夫肩上，这一担就是 25 年。
风风雨雨 25 年，朱彦夫带着乡亲们干
过多少事？为了乡亲们干过多少事？当过生
产队长、村委会主任的 72 岁村民张茂兴老
人对记者说，
“ 提纲挈领就是 4 件事：治山、
治水、造田、架电，但每件事讲给你听，几天
几夜都说不完。”
“前有南珠山，后靠红崮山，东临油篓
崮 ，西 接 白 草 关 ，迈 步 脚 蹬 山 ，出 门 眼 朝
天。”这就是张家泉村的地理环境，而那时
的山都是光山秃岭。靠山就要吃山！新支书
朱彦夫决心让荒山长出摇钱树。但种什么，
怎么种，就要因地制宜，实地勘察，科学规
划。爬上一座座山头，对没脚没手的朱彦夫
而言，艰难程度可想而知。69 岁的赵圣贵
老人说起当时的情景，
“ 爬陡坡时，假腿打
不了弯，朱书记干脆脱掉假腿用膝盖和手
腕撑着爬，绑着的绷带经常磨破，膝盖和手
腕就血淋淋的。后来，乡亲们实在看不过

去，不容分说抬着他上山。”就这样，治山造
林的规划在朱彦夫头脑中渐渐清晰：山顶
松树戴帽,山下林果缠腰。
张家泉第一次改造山河的炮声炸响
了。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近千亩荒山披上
了绿装，花椒、桑蚕、蜜桃、苹果从此成为全
村人的“钱袋子”。直到今天，每当果园丰收
时节，村民们都不由得想起当年老支书爬
山的背影，
“这都是俺那特等伤残的老支书
用心血换来的啊！”
村名张家泉，听上去山泉长流，水源充
沛，但实际上那只是大伙儿对水的美好渴
望。
到上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
村里人畜饮水
也要到邻村去挑。
特别是随着治山造林平整
耕地的进展，
缺水矛盾日益突出。
“不解决水
的问题，粮食产量难以提高，治山成果难以
保障，
乡亲们摆脱贫困的愿望就难以实现。
”
从朱彦夫 1965 年和 1966 年的日记中记者
发现，
朱书记找水治水的步伐从未停歇。
村东南的龙王庙大口井，蓝盈盈的，微
风拂过，泛起涟漪，似乎在讲述朱书记身先
士卒打井垒堰的故事。村民张吉才老人说，
这里过去是个盆口大的小水洼，朱书记多
方 请 教 水 利 专 家 后 ，决 定 开 挖 大 口 井 。
1973 年冬，打井到了关键时刻，朱彦夫不
顾阻拦下到井底，用残臂夹住铁锨，铲泥装
筐。数九严寒，断肢磨破流出的血水和井底
的泥水混在一起，竟把他的假腿和断肢冻
在一起！苦干一个冬春，深 6 米、东西宽 24
米、南北长 33 米的大口井终于竣工了。后
来，又相继打出几眼大口井和深水井，几百
亩坡地有了水的滋润，小麦亩产从 300 斤
提高到 600 斤。朱彦夫说，
“ 水给了乡亲们
再也无法动摇的坚定信念，龙王爷绝不是
救苦救难的神仙，只有跟着共产党走，靠苦
干实干，才会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

共产党员为群众谋利益,就是守
阵地。拼还是不拼,干还是不干,效果
不一样,境界更不一样!
——朱彦夫
走在张家泉村依山而下的田园里，层
层梯田错落有致，平坦舒展。50 来岁的现
任党支部书记刘文合告诉记者，这都是当
年老支书带着大伙填沟造田干出来的。
千百年来，3 条大沟把山村本就不多
的土地分割得七零八落,洪水冲刷，土壤流
失,缺地少粮乡亲们年年吃不饱。朱彦夫决
心向 3 条大沟要地！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村东边的
“赶牛沟”造地工程，用今天的眼光审视也
充满科技含量。过去，南北走向 1000 多米
的“赶牛沟”，大雨走山洪，小雨走流水，水
干时就成了放牧牛羊的山沟。那一天，朱彦
夫坐在山头突发奇想，能不能用石块垒条
涵洞把山沟“棚”起来，水从洞里流过，上面

右 臂 偏 瘫 后 ， 81 岁 的 朱 彦 夫 用
铁圈套在左臂上，插着一支笔坚持
写作。
仇成梁摄

朱彦夫（左）与乡亲们亲切交谈，
征求群
众对党支部工作的意见。
(资料图片)

中宣部向全社会发布“时代楷模”朱彦夫先进事迹

朱彦夫（右二）在给某部官兵讲革命传统教育课。

仇成梁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中央宣传
部会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民政部和总政治部，31 日
在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
模”朱彦夫的先进事迹。
朱彦夫同志 14 岁参军入伍投身革命，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了四肢和左眼。在
和平建设时期，他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的
特护待遇，回到家乡山东省沂源县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长达 25 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
小山村，建成远近闻名的先进村。退休后，
他用嘴衔笔、残肢抱笔，创作完成了自传体
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他的

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为民务实清
廉的价值追求，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深刻内涵。
“时代楷模”发布活动以“我们的价
值观、我们的中国梦”为主题，现场发布
了朱彦夫的先进事迹，播放了朱彦夫的视
频短片，采访了朱彦夫所在村原村委会主
任和村民代表等，朱彦夫的女儿朱向欣领
取了中央宣传部颁发的“时代楷模”纪念
章和荣誉证书。发布单位有关负责同志，
朱彦夫的亲属及同事代表，首都高校师生
和新闻媒体记者等约 150 人参加了发布
活动。

、

(资料图片)

朱彦夫（左二）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察看墒情。

填土成田，把沟两边的农田连成一片。
支委会上有人担心这是异想天开。朱
彦夫说，
“ 我这个缺胳膊少腿的人都不怕，
你们怕什么？
”
1974 年最后一场秋霜下过之后，朱彦
夫带着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鲜红的旗上
金黄的字：
“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冬去春
来，1 米多高、5 米来宽、1500 米长的暗渠涵
洞砌起来了，2.3 万吨土方填平了沟壑，40
多亩良田平展展地连成一片，当年就产粮 5
万多斤。又是两个冬春后，
“舍地沟”、
“腊条
沟”
也相继填出 70 多亩良田，
每年又增产粮
食 8 万多斤，
从此，
张家泉人吃喝不愁。
朱彦夫为村里“跑电”的故事，听来令
人心中发烫。上世纪 70 年代初，山里人的
夜晚都是点灯熬油，经常出去开会作报告
的朱彦夫，看着明亮的灯泡心中发痒，思谋
着把电线“扯”到村里去。供电局说，要把电
从最近的网路“扯”进村，长达 15 公里的材
料得靠村里自己搞。那年头，计划经济一统
天下，架电材料是紧缺物资，那么多电线、
电杆、磁鼓、变压器，让一个农民到哪里去
找？朱彦夫的犟劲上来了，
“ 共产党员不就
是为民造福的吗？就是滚，就是爬，也要把
电线扯到村里来！”
“跑电”
的日子艰苦而漫长。
7 年里，
他到
处搜集信息，不放过任何机会，揣着积攒的
伤残金和妻子卖猪的钱，拖着两条假腿，撑
着两条残臂，一个人挤火车，爬汽车，睡路
边，去过济南、青岛、东北、陕西、上海、南京
……，行程 20000 多公里，磨破了多少次残
腿，
摔过多少个跟头，
遭受过多少次白眼，
他
根本没记在心上。
1978 年，
一条银线终于穿
过崇山峻岭，给张家泉送来了光明，沿线十
几个村子也跟着
“沾了光”
。
村里老人们都记
得，
“老书记为村里跑电，
就像唐僧取经历经
‘九九八十一难’。而老书记说，只要能为大
伙办成事，
再经
‘八十一难’
也在所不辞！
”
朱彦夫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真是几
天 几 夜 也 说 不 完 。他 担 任 党 支 部 书 记 25
年，张家泉村成为沂蒙山区远近闻名的先
进村。1982 年，朱彦夫积劳成疾，伤残的肢
体再也不堪重负，他把一个生机勃勃的山
村交到后任手中。刘文合深情地说，我们后
来几届党支部，坚定继承老支书的理想信
念，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心头，张家泉村也
一直走在山东省新农村建设的前列。

焦裕禄精
在教中央
育实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近日，中央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在教育实践活
动中学习弘扬焦裕禄
精 神 、践 行“ 三 严 三
实”要求的通知》，要
求各级党委（党组）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精神，推动党员
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自觉践行
“三严三实”要求，确
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
实效。
《通 知》 指 出 ，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践行“三严三
实”要求，与解决
“四风”突出问题是
有机统一的整体，是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
重要内容、有力抓手
和实践载体。各级
党 委 （党 组） 要 充
分认识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践行
“三严三实”要求，
对于深入开展教育实
践活动，加强和改进
作风建设，巩固党的
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的重大意义，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要求上来。要通过
中心组学习等方式，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重要论
述，组织观看电影
《焦裕禄》，引导党员
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自觉践行
“三严三实”要求，
着力解决“四风”突
出问题。
《通知》 强调，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践
行“三严三实”要求贯穿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全
过程。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中，各级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要密切联系焦裕禄精神和“三严三
实”要求，分专题开展集中学习研讨，走进基层
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在深化认识中触动思想灵
魂。基层党组织要采取灵活多样方式开展学习讨
论。在查摆问题、开展批评中，要以焦裕禄等先
辈先进为镜，紧紧围绕“三严三实”要求，对照
检查思想境界、素质能力和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
的不足，找准“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认真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中，
要坚持思想上严起来、整改上严起来、正风肃纪
上严起来，既立足当前，从自身改起、从现在改
起、从具体事改起，立说立行、即知即改；又着
眼长远，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持之以恒抓好执
行，推动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践行“三严三
实”要求长效化。
《通知》 指出，以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践行
“三严三实”要求为载体深化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工作。要按照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践行“三
严三实”要求，进一步查找思想上、作风上的差
距，查找整改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从严从实推进
深化整改。对已经整改的事项，要跟踪问效、持续
用力，不断巩固扩大整改成果，防止“反弹”、“回
潮”；对正在整改的事项，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扎实推进落实，防止降格以求；对尚未整改的事
项，要加大力度，明确时间表、任务书、责任人，
防止不推不动、束之高阁。要推动整改措施和规章
制度在基层落地生根。第一批活动单位对第二批活
动中发现的问题要主动认领，自己改、积极改、联
动改。
《通知》 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弘扬焦裕
禄精神、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示范推动教育实
践活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把焦裕禄作为
立身立行立言立德的标杆和榜样，带头学深悟透、
深查细照、笃行实改。要查修身严不严，看是否做
到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
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
邪气；查用权严不严，看是否做到坚持用权为民，
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查律己严
不严，看是否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
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为政清廉。要查谋
事实不实，看是否做到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
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
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
查创业实不实，看是否做到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
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查做
人实不实，看是否做到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
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
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带头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
好干部。
《通 知》 强 调 ， 要 以 焦 裕 禄 精 神 和 “ 三 严 三
实”要求，组织推进教育实践活动。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严格按照标准部署落实活动，严格
按照规定程序步步推进，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督促
检查，使每个环节、每项工作都符合中央要求。
要做到务实求实，把活动同促进改革发展结合起
来，在转变作风中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见事
也要见人，防止用兴办实事来代替解决作风问题
的倾向，防止只注重解决作风问题而忽视提高群
众工作能力的倾向。要面对面严督实导，多到一
线掌握情况，多到群众中去听意见，不达标准不
交账、不出成效不过关，确保教育实践活动不虚
不空不偏，不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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