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总指挥”的责任与担当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群体风采素描

师者孟二冬

：

燃烧生命之火

，点亮希望之灯

舍生取义：

方志敏13万字的狱中文稿是如何“越狱”的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七

新疆石河子大学校园
的一处草坪上，静静矗立
着一座雕像。年轻学子走
过时，总会放缓脚步，投以
崇敬的目光。这是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北京大学优
秀援疆教师孟二冬教授的
雕像。

如今，在这所边疆大
学，师生们仍在深深怀念
这位育人治学直至生命最
后一刻的质朴师者。“孟老
师让我看到了什么才是真
正的师者风范，这让我终
身受益。”孟二冬的学生、
已成为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教师的吴新锋这样评价自
己的恩师。

1957 年，孟二冬出生
于安徽蚌埠，1991 年考入
北京大学攻读博士，毕业
后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此后十多年，他埋头
于尘封的古籍，孜孜求真，
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

《中国诗学通论》《中唐诗
歌之开拓与新变》等多部
论著。尤其历时 7 年艰苦
研究，完成的具有重要史
料价值的《〈登科记考〉补
正》，得到了文学界和史学
界的高度评价。

2004 年 3 月，为支援
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
展，孟二冬主动要求到新
疆石河子大学支教。

中文系 2002 级学生
张瑜记得，那一天，《唐代文
学》第一课，一位身材高大、衣着整洁的老师走到讲
台：“同学们好，我是北大的孟二冬，现在开始上课”。

旁征博引，文采飞扬，隽永的竖行板书，中气十
足的嗓音⋯⋯浩瀚古代文学的大门就这样为边疆的
学子缓缓打开。那堂课，大家做了厚厚一沓笔记，有
的“甩着胳膊直喊手酸”。

孟二冬告诉学生，“要多读书，相信书，但不要尽
信书”。他让学生们为教材“找错儿”，对书中每一首
诗、每一句话都仔细查对。

然而，没过多久，孟二冬就出现了严重的嗓子喑
哑症状。在医生开出“噤声”的医嘱后，他仍以惊人
的毅力，忍受巨大的痛苦，坚持为师生授课。

“病得严重时边咳血边给我们讲，说不出来就写
在黑板上，很多课我们是含着眼泪上完的。”吴新
锋说。

经医院诊断，孟二冬罹患食管恶性肿瘤。人们
这才知道，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肿瘤正卡在他的食道
里，气道被挤得只剩下五分之一，随时都有窒息死亡
的可能。

但孟二冬放不下他的学生们。2004年4月26日，
憔悴的他被搀扶着走上讲台，为学生们留下最后一课。

张瑜永远忘不了，那天，老师用细微的声音将晚
唐诗词逐一梳理，“每讲一句都十分困难，额头上的
汗珠一滴滴往下淌”。大家哭着求他不要再讲，他却
笑说“没关系”。

“没给大家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很抱歉。”课
后，孟二冬向学生鞠了一躬，艰难地说。“做学问要耐
得住寂寞，大家要多看些书，都会比我强。”他转身在
黑板上写下那句经常对学生说的话：“板凳要坐十年
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台下，学生们的泪水早已流成河，凝望着老师的
背影，不舍离开。

回北京住院，病痛折磨中，他坚持指导研究生，
学生们络绎不绝拿着论文到病床前汇报，“这是他最
快乐的时候”。

但他最惦记的，还是远在边疆的学生。新疆学
习资料紧缺，孟二冬自己掏钱买了全套的《全唐文》

《十三经注疏》《文苑英华》等书籍，托人带去。学生
们也惦记着老师，他们募集了近 3000 元寄到北京，
希望能为老师尽份心意，但孟二冬却叫妻子用这钱
刻录了 200 多张古籍文献光盘带去新疆，还筹划让
自己的博士生到石河子大学继续上课。

2006 年 4 月 22 日，49 岁的孟二冬因医治无效，
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讲台和学生。他被授予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全国模范教师等称号，被追授为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涓涓细流，最终换来山花
烂漫。如今，孟二冬的 60 多名新疆学生已成长为人
民教师，其中 45 人留疆执教。而一批批燕园师生，
多年来也在接力着火炬，志愿到新疆、西藏、青海、内
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支教。

天山脚下，未名湖畔，孟二冬的话言犹在耳：“我
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能为这个职业奋斗终生是我的
荣耀，我愿跟我的学生们一起拥抱美丽的春天。”

文/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

（据新华社电）

关 注 百 姓 冷 暖 ，他 们 是 群 众 的 贴
心人；

敢于担当负责，他们是解决问题的实
干家；

善谋改革发展，他们是脱贫致富的开
路人；

严于律己修身，他们自觉落实主体
责任。

去年七一前夕，中央对在县（市、区、
旗）委书记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的 102 名
干部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荣誉
意味着信任，更意味着担当。作为我们党
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这些优
秀的“一线总指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以点滴行动，诠释着优秀县委书记的责任
与担当。

民生无小事

上海黄浦区，高楼林立，地标云集，商
业商务高度发达。然而，城区“二元结构”
特征也异常鲜明，这里是上海旧房最密
集、旧改任务最重的城区之一。

“靓丽的国际大都市核心区，居民还
要拎马桶，我深感不安。”黄浦区委书记翁
祖亮每每提到这些，就格外揪心。为此，
他力主全力推动实施旧房综合修缮、卫生
设施改造、综合性改水三大工程，受益家
庭 5万户以上。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干得怎么样还
要看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获得感。”
翁祖亮说。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董
金明是土生土长的门源人。“作为一个农
民的儿子，改变家乡农牧区面貌，让农牧
民群众也能有城里的‘待遇’，是我最大的
愿望。”

近年来，青海省实施村容村貌整治工
作，门源县一些村获得了省定项目的资金
支持。董金明主动“加码”，提出在非省定
项目村自行开展建设工作，力争用几年时
间改善所有村庄面貌。

“在班子最初讨论时，也有人担心县
财政困难，日子会不好过，我认为只要能
让群众过得更好，党员干部多吃些苦是值

得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门源 109 个行

政村大变样，门源县连续 3 年被评为高原
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黑龙江省抚远市委书记周宏履新不

久就遇到回迁问题，500 多户拆迁居民常
年未能回迁，矛盾化解难，问题叠加多，解
决起来费时费力。周宏主动找当事群众
谈心，让相关部门挨家挨户核实情况，协
调开发商一户一户予以解决，不到半年时
间，多年未能回迁的居民全部得到妥善
安置。

“我常跟身边干部讲，做群众工作要
将心比心。若是自家房子被拆，五六年都
没能回迁是什么心情？带着这种感情做
工作，再难的事都会迎刃而解。”周宏说。

实干敢担当

县委书记责任不小、压力不小。碰到
问题和矛盾，需要担当的勇气，也考验韧
劲和智慧。

河北省邯郸县委书记何志刚是当地
干部群众公认的“实干家”。

邯郸县雪驰路地处繁华地段，过去车
辆乱停乱放严重，经常双向拥堵。何志刚
提出从政府机关单位开始，拆门房、围墙，
建公益停车场。公安局、检察院、财政局
等 21 家机关单位都拆掉原有围墙，同时
又动员临街企业、宾馆等参与。遇有不理
解的单位，何志刚就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目前，这项工作已扩展到邯郸县建成
区，共建免费停车位 800 余个，群众停车
不再困难。

在很多同事和下属看来，湖南省宁
乡县委书记谭小平是典型的“狮子型”干
部，他干事业谋发展的爆发力和耐受力
极强，一旦认准目标，就会千方百计去
实现。

宁乡县道林镇一些村采砂采矿长达
30 多年，山岭被“削顶”，山体被“剥皮”，
留下黄一块绿一块的“癞头山”，百姓深恶
痛绝。去年 4 月，谭小平调任宁乡县委书
记，上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坚决整治
无序开采行为。

少数村民对采砂采矿依赖大，刚开始
整治行动遭遇极大阻力。谭小平几次到
现场调度，与村民拉家常，与企业负责人
面对面，督促县直部门和当地镇政府解决
企业退出后的村民生计问题，最终使绝大

部分采矿企业自愿关停。
“作为县委书记，我认为一定要有激

情、有定力、有办法、有格调，这样才能把
工作做好。”谭小平说。

致富带头人

行走在浙江省建德市莲花镇莲花溪
畔，两岸青山如洗，碧水潺潺，满目苍
翠。莲花溪的“河长”正是建德市委书记
戴建平。两年来，通过他的“铁腕”治
理，这条因为畜禽养殖污染的臭水河已
焕然一新。

水质彻底改变，“河长”又给出新课
题。今年初，戴建平到莲花镇调研，提出
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他鼓
励支持下，许多畜禽养殖退养户发展起了
西红花、草莓、铁皮石斛等种植，收入不降
反升。

“要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不能
守着金饭碗要饭吃。”戴建平说，打造“绿
富美”产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经济转型发展，优秀县委书记是新发
展理念的先行者；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
们不辞辛劳，奋战在扶贫攻坚第一线。

宁夏西吉县是出了名的贫困大县，贫
困人口占全宁夏贫困人口的 20%，全县
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下。
带领群众脱贫是县委书记最大的责任。

担任县委书记不到半年，年过半百的
马志宏就跑遍全县 19 个乡镇和 160 多个
贫困村，为乡镇、村组、甚至村民个人制定
发展路径：他一年 5 次到西吉县震湖乡调
研，建议村民走差异化养殖道路；他鼓励
菜农引进高附加值的越冬蒜苗和芹菜轮
作倒茬，既改善土壤环境，又改变单一种
植结构，销路顺畅⋯⋯

屡屡为百姓脱贫指点迷津，马志宏并
非有什么神通：“多往农民家里跑，和他们
谈心，我就能判断政策执行情况，发现民
生新问题，进而理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县委书记，
曾经挨过饿、种过地、受过苦，一定要多为
群众办实事。”这是甘肃省环县县委书记
柴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长期以来，交通难是制约环县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要瓶颈。2015 年，按照甘肃
省交通扶贫战略部署，环县需完成 1435
公里农村公路建设任务，这相当于从兰州
到北京的距离。

为了尽快修好路、拔穷根，柴春不遗

余力，带领全县创新方式，特事特办。通
过对进展快、质量好的乡镇现金奖励，将
未完成进度的企业列入黑名单等措施，最
大限度缩短了工期，按时完成建设任
务。当地群众说：“一路修通、钱包鼓
鼓、穿得干净、走得舒服，感觉日子越
来越有奔头。”

正人先正己

作为“一线总指挥”，县委书记不仅要
致力于发展经济，更要自觉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发展是最大的政治，党建是最大的
保障。”在山东省齐河县委书记孟令兴看
来，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党的建设是
关键。

几年前，孟令兴不打招呼下乡调研时
经常遇到村支书不在的情况，一问得知一
些村支书因为报酬待遇太低，不得不外出
打工、经商来养家糊口。

孟令兴担任县委书记不久，就探索推
行农村党支部书记规范化管理，将他们纳
入县委组织部备案，乡镇不得随意调整，
同时逐步提高村支书报酬待遇。

“这有效激发了农村党员干部队伍活
力，使村支书们切实感受到了责任感、归
属感、自豪感，迸发出想干事、会干事、干
成事的激情。”孟令兴说。

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
湖北红安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县

委书记余学武说，红安人有“红安苕”的特
质，质朴、较真，来不得半点虚假。在红安
工作，他时常问自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
己做到了吗？他从自己做起，严格律己修
身，处处做好表率。

对贫困户，他关怀备至：个人出资为
五保老人魏正楷建新房；与困难家庭、学
子结对子；一年探访五六次家庭困难的胡
先道老人⋯⋯

从严治党，他雷厉风行：工作日中餐
饮酒的，一律免职；对服务群众不上心、吃
拿卡要的，一律启动问责；对不贪不占也
不干的庸官、懒官、混官，一律约谈⋯⋯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讲‘认真’二字，在
认真、动真、较真上下功夫。”余学武说，作
为县委书记，既要履行好抓党建主体责任，
更要履行好抓发展主体责任。“党建不强，
就没有凝聚力；发展不好，就没有说服力。”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6月 26日电）

中 央 档 案 馆 内 ， 珍 藏 着 方 志 敏 的
《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 等大
量的书信、文稿原件，这其中，很多章
节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这些极其珍
贵的革命历史档案都是方志敏在昏暗的
牢狱中的心血之作，字里行间流露出一
位共产主义者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和舍生
取义的高贵品质。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
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
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
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
愿 的 啊 ！” 这 是 他 在 狱 中 写 的 一 篇

《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中
的文字。

这位被蒋介石亲自布置劝降的共产
党人，在狱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
视、严防死守。人们不禁好奇，狱中的
方志敏是如何运筹帷幄，为文稿“越
狱”打通“信道”，使文稿穿透敌人的

“ 铜 墙 铁 壁 ” 呈 现 在 今 天 的 我 们 面 前
的呢？

方志敏是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之
一，1899 年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世代
务农之家，1924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
军的主要创建人。他“两条半枪闹革
命”开创的革命根据地，被毛泽东评价
为 “ 方 志 敏 式 ” 的 农 村 革 命 根 据 地 。
1935 年 1 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
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不幸被俘，
被押解在国民党南昌监狱。

国民党为了劝降方志敏，不择手段
进行威逼利诱。一方面改善他的生活，
另一方面物色了一批党政军要员，网罗
了方志敏的几个同乡同学，轮流探监，
假献殷勤，充当说客。然而方志敏软硬
不吃，他说：“我是政治家，不是阴谋
家，要我加入你们一伙绝对办不到。”

一天，狱中一个 40 多岁、名叫“永
一”的人主动接近方志敏，他说他很敬
重方先生，想借此机会求教。此人真名
叫胡逸民，曾是国民党中央监狱长。经
过几次接触，胡逸民觉得方志敏确实是
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方志敏也觉得他
有一定的正义感，两人便成了朋友。

胡逸民在狱中自由度很大，他的夫
人向影心当时借送饭的机会得以自由出

入牢房，方志敏看到了连通牢房内外的
可能。

一次，蒋介石派人转告胡逸民，要
他“劝方自首，将功赎罪”。

第二天，胡逸民把劝降的事坦率地
告诉了方志敏。

方志敏嗤鼻一笑：“老胡，投降那是
大笑话。自从我被捕入狱以后，在这里
实际观察的结果，更证明以前我们所做
的事是十分正确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
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铮
铮之言使胡逸民脱口赞道：“好样的，不
是软骨头！”

胡逸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感慨地
说：“我感到方志敏信仰坚定，胸怀广
阔，是一个非凡的人才。狱中结识他，
是我一生中不幸之大幸。”

对于方志敏的“顽固不化”，蒋介石
感到异常气愤，下达了“秘密处死”的
命令。

8 月初的一个晚上，在黑沉沉、阴森
森的监狱里，方志敏告诉胡逸民，也许这
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了。方志敏从床底
下取出一些稿子，交到胡逸民手里，拜托
他出狱以后，把这些东西交给鲁迅先生，
并把一封写好的介绍信交给了他。

方志敏叮嘱胡逸民：“请你记住你对
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
送去，万不能听人打破嘴而毁约！⋯⋯
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
为，见威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
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胡逸民出
狱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将方志敏的
文稿转交给党组织，完成了烈士的遗愿。

除了胡逸民，被方志敏顽强斗志和
坚定信仰感召的，还有一位看守所的文
书高易鹏 （又名高家骏）。

刚入狱时，方志敏曾一心求死，但
后来得知案子“缓办”，他开始积极活动
求生。方志敏很快与狱中的共产党人取
得了联系，对看守进行教育、感召，高
家骏就是其中一个被感召的看守。他将
方志敏在狱中给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
的三封书信和一个纸包，托给在杭州做
小学教员的女友程全昭，请她将书信送
到上海，并嘱咐她：方志敏替你起了化
名叫李贞，就是“力争”的意思。

身负嘱托，程全昭随即赶往上海，
几经辗转，最终将书信和纸包送达。

就这样，方志敏在狱中完成的手稿
分四批，通过胡逸民、向影心、高易
鹏、程全昭四个人传出来。在入狱的
100 多天里，方志敏写了 《我从事革命
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
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
中纪实》 等 16 篇文稿，现存 13 篇。这
些手稿凝聚着烈士的心血，也凝聚着传
送人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

1935 年 8 月 6 日夜，年仅 36 岁的共
产主义战士方志敏被秘密处决，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假如投降，或者改变信仰，方志敏
都有活下来的机会，然而这位共产党人
却选择了舍生取义。他的生命虽然短
暂，但他呕心沥血凝结而成的文字却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他的光辉形象一
直在人们心中闪耀。

文/新华社记者 白国龙 崔清新

（新华社北京 6月 26日电）

这是 1935 年方志敏同志在

南昌赴刑场前留影。

（新华社发）

群众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孟二冬教授遗

体告别仪式（2006年 4月 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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