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上旬的一个中午，虽然刚刚下过
雨，天气仍然闷热，没有一丝凉风。在辽
宁省锦州北镇市正安镇正二村村委会院
内，一位妇女头戴防护帽，双腿跨坐在已
经点火的黑色摩托车上，正打着电话。她
声音洪亮、语速很快，见到记者，只是点点
头，算是打了招呼。她面色黝黑，汗珠顺
着额头不住流下，在烈日下闪闪发光。打
罢电话，她麻利地跨下车熄火，满脸笑容，
边走边说，“来了个大学生村官，我正要去
接呢，就接到电话说你们要来，请其他人
去接吧”。她正是记者要采访的王桂兰。

王桂兰指着刚刚竣工的三层村委会
大楼，对记者说，“我们刚刚搬进来，领你
们参观参观”。

三楼的大会议室宽敞明亮，雪白的墙
壁上悬挂的几幅全国著名村党支部书记
画像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王桂兰指着画像
说：“他们是我心中的偶像，吴仁宝和毛丰
美已经走了，可我现在还走不了，答应父
老乡亲的事还没办完呢！”看到她那种精、
气、神，记者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患白血病
17年、糖尿病 10年的危重病人。

“干部有思路，群众致
富有出路”

正二村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曾是令
人头疼的“老大难村”。要引领群众致富，
关键在于找到好的门路。正二村的出路
在哪里？王桂兰告诉记者，“要让农民过
上好日子，建设新农村，不是修两条路、盖
几间房就能解决的事情，而是要让生活在
这里的农民有幸福感，前提是必须得有
钱”。当时，建村办企业，成为村党支书王
桂兰考虑的头等大事。她下了三步棋：

一是发展税源型工业。先是吸引大
连投资 1000 万元，成立了北镇市幽州酒
业有限公司。随后帮助企业联系金融机
构，争取流动资金，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完
成商标注册，成功促成瓶装白酒在北镇、
黑山、阜新、义县等地的顺利销售。当年，
该企业便年产纯粮型白酒 500 吨，安置
100 多人就业，每年上缴税金 100 多万
元，成为北镇市新增工业规模企业。

二是发展高效型农业。先后开发绿
色无公害葡萄和花生产业：共发展绿色无
公害葡萄 1000 亩，开发绿色无公害花生
3500 亩。同时以“三通、四有、两分离”为
标准，开发了 5 个千头猪场和万只鸡场，
全村养猪达到 2 万头，养鸡 10 万只。今天
的正二村，农民的收入翻了十几倍。

“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小利益，还要走
出去，多挣钱也多长见识。”王桂兰总是这
样动员村里的富余劳动力。于是，正二村
成立了劳动保障服务站，对全村富余劳动
力开展技能培训，涉及豆芽菜生产、农机
修理等六大专业。此外，还同省内外大型
劳务市场和用工单位建立长期联系，开展
就业对接服务，使村里的劳动力逐步向城
里转移。目前，村里已转移劳动力占劳动
力总数的 73%。如今，正二村村民已遍布
全国 18个省（区、市）、140个地级市。

三是发展商贸产业。借助北阜公路、
大高线从村中通过的优势，大力发展建
材、农资、饲料、餐饮、修理、美发等个体私
营经济。目前，全村个体工商户达到 50
户，每年“三产”创收 2500 万元；共有 60

多户在城里购买了楼房，200 多户购置了
汽车，18户建起了小楼；程控电话、有线电
视、手机入户率实现 100%。

王桂兰经常对村干部说的一句话就
是：“干部有思路，群众致富有出路。”把好
的蓝图变成现实靠什么？王桂兰的法宝
之一就是党建。她针对本村外出务工人
员较多的实际，增设了外出党员联系互助
岗，先后在山西、北京等地建立了 7 个临
时党小组和 10 个流动党员中心户，做到
了本村党员流动到哪里，党支部就把服务
触角延伸到哪里。她还组织成立了以助
耕、助学、助贫、助老为主要内容的“四助”
义务服务队，带领在家的党员帮助外出村
民照顾好留守上学儿童,义务为他们看家
护院。同时，他们还为在家的老人提供买
菜、代交电话费、电费等“一条龙”服务，解
决了外出务工村民的后顾之忧。

2010 年，村里投资 18 万元，新建村
部 155 平方米，修建文化活动广场 700
平方米，文化室藏书 2000 余册，丰富了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一切，使一个
人心散、领导愁、村民怨的“老大难”
村变成了人人安心致富、户户安居乐业
的文明村、平安村。

“群众再小的事都是
大事”

正安镇党委书记肖峰告诉记者，“王
桂兰心里装着村里所有的事，在她眼里，
群众再小的事都是大事”。

在伟业养猪合作社组长郑玉伟家，其
妻徐桂侠向记者介绍了夫妻俩致富的故
事。2002 年，夫妻俩出租了自家土地，拿
着这笔钱，到贵州六盘水开了家小饭店。
可半年过去，因水土不服患病，夫妻俩无
奈只能回到家乡。“当时，赔了个精光，全
家 6口人，今后怎么生活？”他们绝望了。

当时，为带领群众致富，王桂兰开始
养猪，并向群众传授养猪技术。她得知郑
玉伟一家的遭遇后，主动拿出家里买仔猪
的 500 元钱，借给他们养猪，并协调土地
承包户提前解除承包合同，为他家找到荒
地盖了简易猪舍。回想从第一只猪养起，
到现今发展成为年出栏 1000 头猪的经
历，徐桂侠眼眶湿润了，“没有桂兰书记的
帮助，哪有我们一家人的今天啊”。

村民关宝合、李义海还记得，当年种
植葡萄缺少资金，王桂兰借给他们 6000
元。村民宋世海的女儿因交不起学费而
辍学，王桂兰得知后，不但帮她交了学费，
还资助她一直读完初中。困难户肖云离
异后，与 80 多岁的老父亲一起艰难生活，
王桂兰一直把这家人的生活冷暖放在心
上。2008 年，肖云和他的父亲相继去世，
王桂兰拿出自己的钱给无亲无故的父子

俩操办了丧事。
64 岁的刘恩全动情地说，“王书记说

实话，办实事，时刻想着咱老百姓。那年，
我老伴得了心脏病，家里穷得没有种地的
钱，愁得我好几宿睡不着觉。王书记听说
了，来到我们家，掏出自家的钱放在我手
上。到现在，这钱还没还上呢”。

村民们都说：“王书记为我们办的事
太多、太多了，就像天上的星星，能够看得
见，就是数不清啊！”“有困难，找桂兰”，是
正二村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只要心里装着乡亲，
就没有走不通的路”

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王桂兰多次同
上级领导进京赴省，争取到国家专项扶持
资金 1000 万元，省级专项扶持资金 2400
万元，把贫瘠的土地改变成了旱能灌、涝
能排、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正二村水源匮
乏，每年 1 月至 5 月，各家各户的水井都没
水吃。为解决这一难题，她千方百计争取
专项资金，发动党员干部献工献劳，终于
安装上了自来水，使全村百姓喝上了放心
水、健康水、纯净水。

正二村党员岳俊华回忆说：“前些年，
我们村里的路很不好走，坑坑洼洼，很多
岔道都是死胡同。为此，外面收购猪、鸡
的车进不了村，群众养的猪和鸡都卖不上
好价钱。”2002 年，王桂兰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大家一致同意开通十字街东西这条
街道，与北阜公路相通。开通这条街道要
动迁 6 户，涉及 34 户村民。王桂兰便率先
推倒涉及户自己叔叔和弟弟家的大墙。
白天，她和村干部一起工作在修路的现
场；晚上，还要去群众家里做思想工作，仅
用一个月时间，便开通了一条 300 多米的
街道。“路修成了，可桂兰书记人晒黑了，
还瘦了一大圈儿。”岳俊华告诉记者。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到处蚊蝇
绕，家家堆乱草，春天尘土扬，雨后泥
中跑”的难题，她狠抓村庄环境综合整
治，坚持植绿种绿、见缝插绿、拆墙透
绿，使全村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王桂
兰兴奋地告诉记者：“看到路边的太阳能
路灯没有？一共 50 盏，一到晚上可亮
呢，没用村民花一分钱！”优美的村容村
貌给老百姓创造了一个干净整洁、绿化
美化的环境，正二村也因此被评为“省
级环境优美村”。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各种矛盾交织，
要当好农村领头人，就必须敢于面对问
题，善于化解矛盾。”王桂兰觉得光靠自己
眼勤、腿勤还不行，她又自置电脑，建立了
村情民意调查数据库，把常进屯入户、走
街串巷、深入田间地头得来的信息都登记
在里面。有了这个数据库，她就可以及时

了解群众需求，通过下访找问题、寻对策，
想方设法把服务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
上。“只要心里装着乡亲，就没有走不通的
路。”王桂兰坚定地说。

“我每一天都是赚的”

1998 年 8 月，王桂兰被确诊为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治这种病，需要做骨髓移
植。而提取骨髓，需要 30 万元治疗费。
得知消息，领导、亲属、群众，以及许多部
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要为王桂兰捐款，
但她坚决不同意：“我怎么能欠乡亲们的
钱？只要有一线药物治疗的希望，我也不
做骨髓移植。”王桂兰的想法感动了医疗
专家，他们为王桂兰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
案，令她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17 年来，王桂兰与死神抗争，与时间
赛跑，把心血全部倾注在全村的各项建设
上，唯独忘了自己。就在村里有了些变
化，村民们开始过上好日子时，2007 年，
王桂兰年仅 52 岁的丈夫因患癌症离她而
去。“我要是再精心点，他的病也不会发展
得这么快。”每当谈起这件事，她都深深地
自责。王桂兰自家的地，每一年，都是最
后一个种上的。老伴去世后，家里家外的
活儿都靠她自己。肖峰对记者说，“春播
大忙季节，她要照看着每一户村民种上
地，没有种子，就帮着联系购买；没有劳动
力，她就下地帮人家播种；等所有人的事
情都忙完了，她才想起自己”。

乡亲们目睹了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两个村合并后欠下的 90 万元外债还上
了；种豆芽、养猪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
来；村里的柏油路修上了，路灯亮了；
村里有了留守儿童之家、助学助耕养老
服务队；村里多次获得各种荣誉，村民
们挺直了腰⋯⋯

“得上这个病，我每一天都是赚的，百
姓的事今天能办，就绝不拖到明天，能办
到的抓紧办，办不到的要说明，千万不能
忽悠。”这是王桂兰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岳俊华对记者说：“桂兰书记就是我
们村老百姓心中的一盏灯，乡亲们看到她
就看到了希望。”

谈起今后的打算，王桂兰告诉记者：
“我有 3 个愿望，第一个是，今年 6 月上级
党组织批准正二村党支部为党总支，下设
6 个支部，我要为党组织吸收新鲜血液。
现在我们村有 100 多名党员，50 岁以上党
员占 70%，培养和吸收青年人入党迫在眉
睫。第二个是，我已经是快 60 岁的人了，
要配合组织培养和选好总支书记接班
人。第三个是，村里有丰富的温泉资源，
要尽快开发出来，打造温泉村，为乡亲致
富再拓展一个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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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锦州北镇市正安镇正二村党总支书记王桂兰：

“我没给任何人留下欠条”
本报记者 张允强

王桂兰 30 多年如一日扎根农村，以

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为己任，始终把群

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

祉，使一个“老大难”村变成了人人安心

致富、户户安居乐业的文明村、平安村。

王桂兰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有爱民情

怀。在她心中，百姓就是根，群众就是亲

人。她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

群众之所需，为群众真心诚意办实事、尽

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心中有

百姓才能真正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就

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践行群众路线。

王桂兰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有“抓铁有

痕”的韧劲。她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常年忍受病痛的折

磨，奔波在工作第一线，宁让身体透支、

不让工作欠账：筹资金、抓项目，修村

路、搞绿化⋯⋯谋个事就成个事，做个事

就像个事。从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会为解

决困难找办法。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实干

家，正是有了千万个实干家们的奋斗和坚

守，才使得我们的基层更加和谐稳定、繁

荣富裕。

王桂兰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她有无私奉

献的精神。王桂兰作为基层干部的优秀代

表，把村庄当舞台、把村民当主角。她与

死神抗争，与时间赛跑，把全部心血倾注

在全村的各项建设上，却唯独忘了她自

己。每一年，她家的地都是最后一个种

上。为了尽早修好村里的路，王桂兰首先

推倒的是她叔叔和弟弟家的大墙。王桂兰

将手中的“权力”化为解决群众困难、服

务村里发展的“武器”。她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为当代党员干部应有的作风作

出了诠释，也为广大党员干部树起了一

面旗帜。

王桂兰的事迹生动诠释了党员干部应

该如何扎根基层、情系群众，爱岗敬业、

不畏艰苦，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

大课题。像王桂兰那样亲民、务实、奉

献，让人民满意、让党放心，我们的干部

队伍一定会更加坚强有力。

党的事业根基在基层
张允强

图①图① 王桂兰接到电话准备骑摩托车去接一位大学生村官王桂兰接到电话准备骑摩托车去接一位大学生村官。。图②图② 王桂兰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整理村情民意调查数据库王桂兰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整理村情民意调查数据库。。

图③图③ 王桂兰在田间查看作物长势王桂兰在田间查看作物长势。。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允强张允强摄摄

一袭黑色作战服，胸前写有醒目的白色字母
“SDT”，左臂上是白底黑字的特侦图标，头戴防弹
钢盔，眼神犀利——一见到曹志刚，记者就被他威武
的阵势震住了。但曹志刚呵呵一笑，浓黑的眉毛一
挑，眼角一弯，又成了一位和蔼的警察大叔。

不要小看这位微胖的中年大叔，他曾直面 423
名绑匪，击毙歹徒 3 名，击伤 1 名，解救 170 名人质，
2006 年以来，绑架案侦破率 100%；立过两次一等
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还是北京市十大杰出
青年、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他就是北京市公安局
第十总队副总队长曹志刚。

不畏惊险，一心为民保驾护航

曹志刚的名头背后，是一次次惊险。2004 年 5
月 18 日下午 5 点多，正值下班高峰，宣武区马连道
东街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突然，一名男青年抄起附
近水果摊上的西瓜刀，上前搂住一名过路女学生，把
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劫持人质者是河南籍务工人
员王某。见警察和许多群众围上来，王某突然用刀
在女学生的脖子上一抹，随即将女学生踹倒在地向
西逃窜。慌不择路的王某还将路旁的居民赵某扎
伤，又挥刀刺伤了一名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持刀
连伤 3 人后，王某猛地拐进一处车棚的值班室，将门
反锁后，劫持了在里面看车的 17 岁女青年钟某，将
其作为人质与警方对峙。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派谈判专家与
王某谈判。这时，执行解救人质任务的曹志刚已经隐
蔽到位。交涉过程中，人质钟某想乘机挣脱逃离。王
某见状，一下子搂紧人质，举刀刺伤了她的颈部。听
到钟某的惨叫，曹志刚马上跃起身，一脚踹开房门，
就在钟某正向地面滑去、歹徒举刀再次刺向钟某的
瞬间，他抓住时机，一枪击毙歹徒，成功解救了人质。

在曹志刚的职业生涯中，他亲历过无数次的绑
架现场，每一次，他都凭借过人的胆识、精湛的技能
和对群众生命安危高度负责的态度将人质成功解
救。2009 年，曹志刚带领战友及时解救了被绑架的
仅有 5 个月大的女婴，将孩子安全送回了父母的怀
抱；2011 年，某驻华使馆参赞之女被绑架，曹志刚带
队迅速出击，仅用 3 个小时就成功破案；曹志刚还成
功解救过年仅 8 岁的美籍华人，孩子母亲激动万分，
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中国警察，最棒！”

明察秋毫，“工作狂”有“神技能”

同事们都说曹志刚“眼里揉不得沙子”，在哪儿
都一样。他的办公室不大，很简单，两台电脑、两部
电话、插着几支笔的笔筒，办公桌上除此别无他物。
靠门的墙边支着张单人床，床单看不出一丝褶皱。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他常跟年轻民警念叨。一
直是曹志刚左膀右臂的张熙鹏觉得，“曹志刚判断现
场的能力，多少跟平常注意细节有关系”。

一起儿童绑架案就是例证：出警后，线索只有一
张纸条，留在孩子家的门上——“你们孩子在我手
上，赶紧准备钱”。“熟人干的。”曹志刚很快就判断，
张熙鹏问为什么，曹志刚捏着纸条分析，纸条被准确
放在事主家，说明嫌疑人知道他家住址。用纸条而
不用电话，因为嫌疑人怕他的声音被认出⋯⋯后来
案子破了，作案人正是事主的邻居。

从警 22 年，同事们背后都叫他“工作狂”，张熙
鹏说，曹队有个“神技能”，一聊天不管是什么话题，
三两句话立马转到工作上。去年 6 月，曹志刚生日，
大家买了个大蛋糕给他过生日，他捧到值班室，几刀
就把蛋糕给大伙儿分了，小警察们端着蛋糕还没吃
完，曹队一抹嘴：“行，吃完了，大家干活儿吧。”

如今，很少有需要曹志刚开枪的案件了，他也变
得更加深沉。除了劫持、绑架案件，他所在的第十总
队还要负责反恐工作。2008 年到 2010 年间，曹志
刚带领队友们共侦破绑架、涉枪、涉爆案件 1486 件，
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327 人，打掉犯罪团伙 23 个，
成功解救被绑架人质 32 名，有力地打击了各种违法
犯罪行为，维护了首都的安全稳定。

“绑匪克星”曹志刚
本报记者 佘 颖

为了丰富青少年学生的暑期文化生活，培养他

们对书法的兴趣，河北阜平县社管会举办青少年书

法培训班，吸引了众多暑期学生的踊跃参与。图为

孩子们正在上书法课。 刘 洁摄

书写精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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